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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国科：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证券时报记者 邢云

新余国科（

300722

）从江西省一

个穷山沟里的钢丝厂，一步步走出新

余，布局全国，

2017

年登陆

A

股后，现

在正规划国际化的新姿态。 公司的成

长与其现在从事并领头的领域———

“人工影响天气”产业一样，有着些许

“神话”色彩。 与如今国内充满个人烙

印的华为、格力、远大等等优秀企业

相同， 掌舵新余国科

16

年的金卫平

同样是公司达成这些“不可能”目标

的核心因素。

“公司一直致力专注于细分领域

的创新做强。 ”日前，这位“呼风唤雨”

的董事长金卫平在接受证券时报记

者专访时表示：公司的增长内容一直

是偏重于高质量的发展，“如果盲目

迷信规模，扩大营收，公司到不了今

天的高度。 ”

山沟飞出金凤凰

梳理金卫平与新余国科的发展

路径，其一路穿山越岭，经过五十余

载筚路蓝缕，如今终于立于潮头。

1963

年

7

月，金卫平出生，两年

后的

1965

年， 新余国科的前身江西

钢丝厂诞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彭坊乡

陈山沟，命运就此把一个人和一家企

业系在了一起。

1983

年

7

月，南京理工大学毕业

的金卫平来到江西钢丝厂工作， 工作

伊始， 就赶上了厂区搬迁。

1984

年

3

月， 国家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综合计

划部同意工厂搬迁到新余市西郊建

设。 经过

6

年多的艰苦努力，工厂完全

靠自筹资金于

1990

年

2

月搬迁到新

余市西郊河下乡岭泉村虎头山。 在此

期间，金卫平和其他钢丝厂人一道，面

对一座砂石遍地的荒山，一切重来，发

扬“团结务实，开拓奉献，拼搏进取，优

质高效”的企业精神，在荒山上创造了

工业建设的奇迹。

搬迁完成后，江西钢丝厂开始了

二次创业。 彼时的钢丝厂也有过辉

煌：

1990

年， 被国务院授予国家二级

企业；

1994

年， 经国家六部委审定为

国家大型二档企业，是国防科工委的

军品生产、科研许可证和知识产权试

点单位。 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转变，与许多国有军工地方企业一

样，钢丝厂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特别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钢丝厂经

济效益逐年下滑，企业一度处于资不

抵债的困境。

全厂上下人心惶惶，职工纷纷外

出寻找出路， 企业处于风雨飘摇之

中。

2002

年，以厂长金卫平为首的管

理团队临危受命，开始掌舵江西钢丝

厂这艘几近倾覆的大船。 在金卫平力

主下，钢丝厂一手抓生产经营，一手

将有限资金投入科研开发，大力开拓

市场。 与此同时，积极推动企业内部

改革分流：一部分职工内退，一部分

流向社会，一部分强化管理，提高管

理成效。

卸下包袱，企业国有企业职工身

份置换后， 钢丝厂开始推行定员定

岗，实施全员竞聘上岗，建立起新型

和谐的劳动关系： 干部能上能下，职

工能进能出。 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大大

激发了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企业取得较快速度的发展，员工也受

益匪浅。

2006

年以来的

10

余年间，职

工工资收入增长都在

20%～30%

左右，

职工年平均收入高于国内同行业和

本地区的平均水平。“

2000

年前后，钢

丝厂资不抵债，不仅社保，水电费都

交不了， 当时给职工发的是最低工

资，我们的职工，虽说是在工厂上班，

可有些到了靠捡农民稻穗养家糊口

的境地！ ”回忆起那段往事，金卫平语

速加快，思绪仍难平静。

2008

年，根据江西省国防科学技

术工业办公室有关文件精神， 江西钢

丝厂下设了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江西新余国泰特种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新余国泰”）。同时，新

余国泰公司从江西钢丝厂剥离加入江

西国泰民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西

国泰”），成为其子公司（

2016

年

11

月

11

日随总公司一并在上交所成功挂

牌上市）。

2015

年

6

月

25

日，江西新

余国科科技有限公司整体更名为江西

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即新余

国科，

2017

年

11

月

10

日， 实现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首发上市的宏愿。

30

多年来，金卫平从一名普通的技

术员成长为企业主要领导和学科带头

人， 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省属地方军

工企业打造成明星企业， 从组建国泰集

团股份上市、 省军工控股集团公司集团

化管理，到新余国科上市，国有企业呈现

出生机勃勃、创新发展的局面。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在新余国科，

金卫平是出了名的工作狂， 基本上没有

双休日的概念。对此，他微笑解释：“这样

一步步走过来，总感觉时不我待，还有许

多目标需要达成，只争朝夕”。

专注“小而美” 增长

相比当年山沟里那个小钢丝厂，新

余国科早就“改头换面”，不仅成功登陆

A

股， 更成为火工和人影产业的国内龙

头企业。

财报显示， 公司业绩已经多年稳健

增长。 公司

2015-2017

年三年分别实现

营收

1.63

亿元、

1.82

亿元、

2.00

亿元；净

利 润

2731.36

万 元 、

3423.45

万 元 、

4474.17

万元。截至

2018

年三季度，公司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7.23%

， 实现

净利润

3546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28.61%

；实现每股收益

0.44

万元，净资

产收益率

8.94%

；公司总资产

5.6

亿元，

净资产

4.2

亿元。 可以看到，公司近年净

利润增长远高于营收增速。金卫平介绍，

公司的净利润增长较快的原因主要是因

为公司的产品调整， 具备高附加值的产

品投入，新业务拓展原因等，让公司产品

在市场竞争中具备价格比较优势。

当然，公司并非没有外延扩张的规

划，金卫平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并购

方向是瞄准有技术团队、 技术优势、业

务优势， 规模中小的产业链上相关企

业。目前公司正在洽谈一些标的。“主要

是我们的战略方向一直是高质量、内涵

式增长，不痴迷规模，不盲目扩张。 ”金

卫平表示：公司此前是小型国企，战略

犯错的成本太高，所以一直是锁定“小

而美”的成长道路。

2017

年

11

月

10

日，新余国科成功

登陆

A

股则是公司另一个重要时间节

点， 获资本之助， 公司也踏上发展快车

道。上市一年间，公司在军品核心业务发

展上得到较大的提升， 新产品开发无论

是数量上，还是重要性、技术水平等方

面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与此同时，公

司在民品开发上也有突破性进展。

公司从人影领域向生态文明气象

环境保障服务商延伸的空间已经打开。

金卫平说，利用在人工影响天气、气象

环境领域取得经验、 技术的基础上，成

功将其复制到民政、 生态文明领域，公

司与民政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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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南方环保公司合

作，签订了基于物联网的绿色殡葬设备

信息监测管理平台系统的开发合同；与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

在智慧水务、智慧气象、智慧环境等生

态文明领域进行研究开发。

加速推进军民融合

作为一个老军工企业延续发展新型股

份上市公司，新余国科在“军民融合”政策

推动下，正迎来发展契机。

公司正利用军工技术基础研发民

用产品，将先进的民用技术推广应用到

军品研发和生产中， 同时开展军品和

民品业务，“构筑军民齐头并进、两翼齐

飞的格局”。 目前来看，火工品行业地位

突出， 人影产品先入优势明显。 从军品

方向看，公司军品资质齐全，火工品科

研、生产、检测和试验手段完备，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和采购等管理体系健全，

在军用领域有较高知名度，目前与全国

主装备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国内军用火工品行业具有重要地位。

财报显示， 公司军品业务占比七成，民

品业务目前是三成左右，但金卫平认为

此结构将很快发生转变。

“随着国家军民融合政策推进，公

司民品产业空间会更加广大。 ”金卫平

表示， 公司目前的规划是军工保持稳

定增长， 民品则是加快推进跨越式发

展，“

3-5

年内， 民品和军民融合板块

在公司业务结构中将占绝对优势。 ”据

金卫平介绍， 公司在军民融合气象保

障所作的工作受到了国家国防科技主

管部门、 军队气象主管部门及地方政

府的高度肯定， 受邀参加了第一届军

民融合高技术成果展，与军方、气象部

门为国家举办重大活动提供气象保障

服务， 同时也获批了江西省第一批军

民融合企业。 具体来说，公司在气象环

境领域自主研发生产和开展技术推广

应用的军民融合系列产品有人工影响

天气系列产品、 气象监测系列产品、环

境监测系列产品等。

公司围绕着国家关于气象环境军民

融合专项最新需求，与国内各类专业公司

合作，还着手组织了在不同搭载平台上技

术集成及关键技术研究开发， 与西飞公

司、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合作在

新

60

飞机上进行技术集成改装成人工影

响天气专业飞机；与华中科技大学航天航

空学院等单位合作对无人机改装专业的

无人机；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等单位

合作对无人船改装专业的无人船；与中国

保利汽车公司、郑州日产公司等单位合作

将气象、环境监测设备及人影装备集成上

装到汽车平台，形成空基、地基、水基一体

化、机动式装备体系等等。

新余国科除了军品业务和民品人工

影响天气业务之外， 还启动了气象观探

测、大气环境监测、水文监测以及信息化

集成等新领域的业务， 产品从单一的硬

件产品转向硬软件结合和技术集成，业

务方式也从生产经营型向成套性系统方

案解决服务商转变。 “这也是公司未来发

展主要经济增长点。 ”金卫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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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跃亭 众目睽睽下的“电影” 人生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普通人承受不了贾跃亭这样跌宕

的人生，贾跃亭不是普通人，不能用普

通人的视角来看他。 早在两三年前，他

的经历就可以用来拍电影了， 现在可

以拍好几部。 尽管有着种种经不得推

敲的过去， 但还是有很多大人物和他

聊几个小时后，就愿意和他合作，和他

聊几个小时有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贾跃亭最近正在和许家印

PK

，配

和他站在一起

PK

的人已经不多了，上

一个还是孙宏斌，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

物， 这种级别的人物全国没有多少个，

全世界也不多见。许家印决定投资贾跃

亭的时候，好多人瞪大双眼，对贾跃亭

真佩服， 倒是对许家印捏了一把汗，当

两人闹翻之后， 很多人倒是出了一口

气：你看，剧本朝着该走的方向走了吧。

交火FF

从乐视溃败出国之后，

FF

是贾跃

亭仅有的资产， 也是他翻身的根本，

许家印答应投资

20

亿美元， 成为大

股东。 贾跃亭变成了一个小股东和打

工仔，这里面有一些微妙之处，那就

是双方的捆绑方式，都自以为对自己

有利。 恒大是以分期投资的方式，事

情不对，就有办法撤退，贾跃亭虽然

是小股东，但是通过同股不同权可以

掌控公司，双方约定如果进展不到某

个程度， 比如某个阶段无法量产，贾

跃亭这方的控制就降低。

但是恒大一方无法预测的是，他

们派出的财务出纳只能过账，无法掌

控财务核心数据，贾跃亭在丧失管理

权之前，就横戈一击，提起仲裁，有可

能将恒大边缘化，恒大现在根本潇洒

不起来，因为前期投资就像被贾跃亭

抓在手里，成为被钓鱼的对象。

本来贾跃亭已经在国内媒体沉默

了一段时间，像他这样的人物，不知道

养活了多少版面，赶赴美国实地调研的

媒体发回来的大多是负面新闻， 随着

FF

得到恒大融资，产出样车，好像一扫

当年

PPT

造车阴霾， 引起好大兴奋，乐

视网还有恒大健康股价都像吃药了一

样。 记得乐视网还没跨那会儿，贾跃亭

组织好大一个媒体团到美国采访，现场

好多人对那时候造出的车有诸多质疑。

贾跃亭好像重新打通了和国内媒

体的连接，隔三差五又有报道，现在是

和恒大打嘴仗，比如因为恒大不按约定

支付投资款，导致工资发不出来，要裁

员并影响到研发进程。能将矛盾和困难

一下子暴露在天下人面前，一举一动都

暴露在媒体之下， 也只有贾跃亭能做

到，他的过往人生，在乐视网上市之前

的被隐藏起来，其他都在媒体的聚光灯

下。所以，很多人有很多机会了解他，在

乐视上溃退之后，国内对贾跃亭的看法

虽有争议，但以负面看法居多。

那为什么在公众舆论中，大家经

常给予负面评价的一个人，会有这么

多人追随，有这么多大佬愿意投资？

他的形象

公众第一次知道贾跃亭这个人，是

乐视网上市，当时做视频的乐视网很不

出名， 却拿出了远超过行业领袖的业

绩，当同行都在亏损，它却已盈利，并率

先在

A

股上市。 好多从业者觉得这不科

学，但是不科学的事情就是发生了，而且

还朝着更匪夷所思的方向发展。

乐视网上市后， 乐视又有了好多

兄弟，后来被称作“七个葫芦娃”，比如

乐视体育、乐视电视，还有乐视手机、乐

视金融，后来还有乐视汽车。 贾跃亭要

生态化反，一旦化反成功，好多企业都

要破产了，乐视也不知道能做成什么样

的规模。

记者当年和山东一个投资大户交

流，他特别赞赏乐视的做法，他用了乐视

电视，觉得不错，买了乐视的股票，赚了

很多钱。 随着乐视电视的推出，很多人改

变对乐视的看法，成为乐视追随者。 乐视

手机推出后，连小米和华为都为之一震，

华为当年还要收拾出走到乐视者。 贾跃

亭出走香港又回来， 反而让很多人更加

相信他经得起检验，或者已平稳落地。 乐

视市值奋勇向前，达到千亿元。

但是舆论场一直是分裂的，那就是

乐视一直是不赚钱的，看起来赚钱的乐

视网也经不起仔细看，乐视电视和手机

价格也明显低于同行，好一点的只有乐

视影业。 人们看着贾跃亭四处融资，投

资的行业大佬包括王健林、马云，乐视

网进行增发，贾跃亭又高位减持，都弄

来不少钱。

也就是说，尽管有很多媒体，都在说

乐视很危险，资金无法支撑，但是有很多

行业大佬，都相信贾跃亭可以越做越大，

特别是有一段时间， 乐视电视卖得还不

错，更是令人相信贾跃亭的逻辑。 后来人

们称贾跃亭为“贾会计”，他当年的确是

从会计专业毕业，善于调动资金。

独特能力

乐视体系终于千疮百孔，饱受质疑后，

贾跃亭在公关团队的协调下出现在

2016

年中国企业家年会上，面向公众释疑。

当时重量级的嘉宾也不少，就包括

董明珠和王健林，但显然贾跃亭人气更

高，人们挤满了他演讲的会议室，冲不

进去的人围着门口不走，连会议组织方

都没有办法。 他已是一个偶像式人物。

贾跃亭还出现在晚上的演出环节，他坐

在前排，显得非常精神，一直微笑着，好

像那些糟心事对他没什么影响，还对临

近者颔首致意。

据一位跟他近距离接触的组织者回

忆，贾跃亭非常谦虚，对人很友好，知道

怎么照顾别人的感受， 和他接触全程下

来都非常顺利。 在北京的饭桌上，人们谈

论起贾跃亭，还是会给他“枭雄”的称谓，

那些和他接触过的人， 大多不会简单地

把一顶“大忽悠”的帽子安在他头上。

很多人在和他见面聊了几个小时

后，就决定追随他。

2014

年

10

月，吕征

宇在香港和贾跃亭聊了三个小时之

后，最终决定加入乐视。 “因为我见到

了贾跃亭这个人。 他很真诚、坦率，我

选择相信他。 ”吕征宇曾在韩国大宇、

福特、通用、法拉利、英菲尼迪等公司

工作过。 在乐视低谷时期的

2014

年底

到

2015

年初，原新浪体育频道合作总

监于航、原联想集团副总裁冯幸、原联

想集团联通业务总经理董志升、 联想

集团运营管理总监崔战良以及原微软

北亚及大中国区售后运营部高级经理

綦滨加入。

有好多人撰文回忆为何在和贾跃

亭聊了几个小时后， 就决定相信他，最

出名的当然是孙宏斌。

2017

年

1

月的时

候，孙宏斌和贾跃亭一起举办了一场新

闻发布会宣布融创入股乐视。 孙宏斌回

忆， 他第一次跟贾跃亭谈了六七个小

时，谈完之后，就有投资冲动了。 正因如

此， 融创出资

150

亿入股乐视的买卖，

双方也只用了

36

天就决定。 孙宏斌称

呼贾跃亭为“老贾”，好像是很熟的朋友

一样，他还对贾跃亭惺惺相惜“有些人

认识很多年你还是觉得陌生，有一些人

一见面经过短时间的交往就觉得很亲，

像兄弟。 ”后来他发现，“贾会计”编制的

窟窿，他的

150

亿元投进去也补不上。

这就牵涉到贾跃亭的表达问题，如

果是演讲高手， 估计这些人精企业家、

职业经理人接触一次之后就不理了，偏

偏贾跃亭令人感觉极其真诚，他在和人

谈话的时候显得非常专注，让人觉得受

到重视，他愿意谈一些不足，显得更为

坦诚。 他能博得部分媒体和公众的好

感，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暴露企业的不足

一面，还善于自责，把企业的困难揽在

自己头上。 当然，“他为梦想窒息”的说

法虽然得不到多数人认可，但是还会有

一部分人觉得他有企业家精神。

每个人的能力不同，贾跃亭的说服

能力无疑战斗力爆表，这一点没有接触

就没有发言权，和他接触的很多人都已

用行动做了说明。 最近有媒体报道，刘

强东美国案件的报案人称， 她反抗后，

刘强东对她说了一句话，“你可以成为

邓文迪那样的女人”， 再次把邓文迪拉

到台前。 邓文迪无疑是靠默多克全球知

名，但她朋友遍天下，跟社交能力有关，

社交能力是打交道的时候舒服的感觉，

令人愿意信任的感觉。 邓文迪在媒体上

的形象不佳，但和她接触的人可能会改

变这种观点。 贾跃亭同样具有这种能

力，这种能力让他四处开疆辟土，但是

却不能让他张弛有度，不懂收缩之道。

过于分散

在一篇回忆贾跃亭的文章里，有一

个作者写道：当年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

让他去自己办的学校读书，他本已答应

后来他没去， 这个学校最后没有了，他

还为此内疚很多年。 后来才得知，这个

商人不干学校了，学校不过是他人生历

程中的一个小浪花，到北京创立了乐视，

干出来一番大事业。

1995

年，贾跃亭大专毕业后到垣曲县

地方税务局担任网络技术管理员。

1996

年

贾跃亭就下海成立了山西垣曲县卓越实

业有限公司，做煤炭、印刷、运输、钢材买

卖、电脑培训，还办了一所“垣曲卓越双语

学校”。 贾跃亭善于发现商机，但是他从不

在一个领域耕耘，而是四面出击。

1999

年

7

月， 贾跃亭设立太原市西伯尔电子工程

有限公司。

2002

年，贾跃亭又成立“山西西

伯尔”，他做联通在山西的大部分业务，山

西西伯尔或西贝尔的业务规模急剧增大。

2003

年，贾跃亭到北京创建了北京西伯尔

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从此来到北京。

2004

年乐视网就成立了。

2007

年

11

月，他创立

的电信设备公司

Sinotel Technologies

在

新加坡上市，融资约两亿元。 后来这个公

司业绩不佳退市。 后来乐视做农业，做各

种产业， 比如在新三板上市的酿酒网，调

心腹李锐管理，融了不少钱，但一直亏损，

后来也支撑不下去，连红酒都想做。 可以

说，贾跃亭的乐视控股什么都做，其实是

性格使然。

所谓建立生态化反， 把这些业务关联

起来不过是他兴趣广泛不能聚焦的一套说

辞，这些没有关联的业务怎么能做好？相信

很少有人能做到，更别提他根基不深。贾跃

亭聚集了一个豪华团队，聚沙成丘，好像聚

集起来，就能走到下一步，但是根基不稳，

他没有建立有效的管理， 管理架构无法搭

建，没有办法做好授权和融合。

贾跃亭的人生谢幕了吗？ 目前看起

来还会跌宕不已，他的形象，也要靠此后

的发展来书写。 如果成功，并还了旧债，

那就是精彩的励志剧；如果不成功，那就

是灰暗的有教育意义的负面典型。 但如

果他还像以前那样分散注意力， 就难以

作为励志剧的主角出现。

新余国科董事长金卫平 吴比较/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