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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会辜负有心人。折戟吉
首的日子，也并非全无收获。在那
里，吴盛第一次接触到智能校园、智
慧城市建设。“这是大趋势，未来一
定有很大市场。”他判断。

2016 年回株以后，吴盛跟钢材
行业彻底说拜拜，直接跑去深圳待
了半年。在那里，信息更加开放，接
触到的相关企业、产品也更多，坚定
了吴盛对未来的判断。

彼时，智慧城市早已被写入国
家战略，无论是特大型的一线城市，
或是中小型城市，皆有智能城市项
目落地，并且形成了数个大型智慧
城市群，分布在东部沿海以及中西
部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
都在不断加大投入建设智慧城市，
中国以 500个试点智慧城市建设数
量居于首位，远超排名第二的欧洲。
至 2016 年 6 月，全国 95%的副省级
以上城市、超过 76%的地级城市，超
过 500座城市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
智慧城市。

从 2016年到 2018年，吴盛考察
了 10多家与智能产业相关的企业。
2018 年，吴盛建起了株洲的海尔智
能服务中心。实现智慧城市的梦
想，而切入口，吴盛选择了智慧家
庭，“市民接受度相对较高，普及推
广更快。”

比如说，家里来客人，门铃响起
后，主人无论是在厨房、客厅甚至是
卫生间，都可以在带电电器上接收
到信息。家里安装的“魔镜”，进行人
脸扫描后，即可诊断主人近期身体
健康状况、适宜的饮食及食物，并将
相关信息发送至冰箱供采，等等。

“青岛海尔，已经正式改名为海
尔智家，智能技术，就是在更

大范围内营造‘家’
的 概 念 。”在

吴盛看来，
智 慧 家

庭是他的梦想，但更大的梦想是做
智慧社区、智慧教育。

如今，吴盛已经参与了两三个
智慧社区的设计。传统社区，楼宇
对讲、门厅到达、监控安防、停车系
统等，都是各自为政，互不相连，智
慧社区要做到是，将设备升级成智
能化后，全部计入真正意义上的智
能化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实现互联
互通。在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里，
当业主行车至小区门口时，系统即
可发短信提醒家人，车辆驶入停车
场，灯光自动亮起，引导业主行驶
至自家车位，此时，预约好的电梯
已在等待。

今年 5 月，海尔智能家居与醴
陵陶瓷技师学院签下校企合作协
议，将开展合作办学，共建智能家居
人才培养基地，实现人才的“量身定
制”。作为青岛海尔智能家电科技有
限公司在株洲的服务点，吴盛的海
尔株洲服务中心自然承担起居中联
络及本地化服务的职责。同时，在荷
塘区、醴陵市、炎陵县等地，也已有
了海尔智能家居的服务商，由吴盛
的海尔株洲服务中心提供服务支撑
和基础培训等工作。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需要有
更多的人加入，光靠我一个人，是无
法做到的。”吴盛认为，在互联网巨
头收割了大量的网络流量之后，社
区，将成为地方流量的最后收割口。
做好智慧社区的本地化，再配合对
应的营销及服务，就能创造出新的
市场。

采访结束，偌大的展厅里，反复
播放的背景音乐，是一首温柔的《成
都》。唱的是别处，寄的是同一份思
乡情。“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
未忘记你。带不走的，只有你。”这个
恋家的男子，怀着对故土的眷恋，在
株洲这个第二故乡，继续描绘着对

“家”的理解。

再一次御风而行，用智能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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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廖喜张

“表现杠杠的”株企上市公司，表现继
续“杠杠的抢眼”。

今年以来，株企上市公司受益于业绩
猛增及业务发展需要，动作频频，积极拓
展业务、聚焦前瞻技术、开展股票回购三
大关键词，为 A 股市场增添了株洲亮色。

关键词1：拓展业务
株股动作频频，积极扩产布局
近日，唐人神宣布与禄丰县政府签署

投资协议书，拟在禄丰县设立子公司，投资
建设年出栏 15万头生猪绿色养殖项目，实
现年销售收入 3 亿元。此前在 5 月 27 日晚
的公告中，唐人神也表示与南乐县产业集
聚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同书，计划投
资建设年屠宰 150 万头生猪项目，投产后
年产值 26亿元。

受益于业绩猛增及业务发展需要，今
年株股动作不断。旗滨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醴陵旗滨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65 吨高性能
电子玻璃生产线项目工程建设基本结束，
并于 7月 20日举行了点火烤窑仪式。烤窑
结束后将进入设备联合调试和试产阶段。

旗滨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产品定位于市场高端
产品，可用于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等各种平板显示触控终端等领域。

时代新材 8 月 9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
拟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投资成立全资子
公司株洲时代华鑫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后将主要经营聚酰亚胺薄膜及相
关制品的生产、检测、销售等业务。时代新
材解释，此次投资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
正常需要，符合公司总体战略发展规划。

有同样动作的天桥起重，也在近日宣
布已参控无锡国电华新起重运输设备有限
公司，参控比例为 100.00%，参控关系为孙
公司。据悉，无锡国电华新起重运输设备有
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起重运输机械、钢结
构及配件，起重运输机械的安装等。

关键词2：前瞻技术
通过自主研发，形成核心竞争力
8 月 7 日，宜安科技在互动平台上回

答投资者提问时介绍，公司目前正在全力
推进镁骨钉的临床试验工作。镁骨钉将在
顺利完成临床试验并申请产品注册后上
市销售。

宜安科技是株洲市国资委通过收购获
取实际控制权的首家上市公司。据宜安科技
公告显示，可降解镁骨内固定螺钉是一种用
于人体非承重部位骨块固定的植入式医疗
器械，该产品由纯度为 99.99wt.%的挤压态
纯镁棒材经机加工制成，主要用于主要替代
传统用在非受力部分的不锈钢钉和钛钉，系
目前国内首款获准临床的生物可降解金属
螺钉，标志着可降解金属植入物产业化步入
了新阶段。目前，该公司已收到国家药监局
核发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批件。

聚焦前瞻技术，通过自主研发，形成核
心竞争力，株股正在用生动的实践为株洲
制造增光添彩。

天桥起重近日发布公告称，收到科技
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关于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
立项的通知，公司牵头申报的“面向有色金
属浇铸过程的机器人作业系统”研发项目
获得立项。

天桥起重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有色
金属冶炼浇铸过程自动化操作的实际需

求，研究面向扒渣、切削毛刺
等工序的特种机器人，突破
机器人结构优化与防护、实

时感知、精准建模和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制
出面向有色金属浇铸的特种机器人系统，
构建金属浇铸全生产流程的智能机器人作
业生产线，为我国有色金属智能制造提供
关键技术和装备支撑。项目的获批，体现了
公司在有色金属冶炼领域和机械自动化的
强大研发能力。

高压储氢罐是株股正在攻克的另一个
难题。高压储氢罐是氢燃料电池车核心技
术，目前我市正加快制氢装备、制氢、供氢、
氢燃料电池、整车、加氢站等氢能全产业链
布局，氢气储存问题亟需解决。近日，时代
新材透露，该公司前期进行高压储氢罐的
预研工作，并与德国 NPROXX 公司进行了
交流。

关键词3：股票回购
增强市场信心，开展员工持股计划
在股价过低的时候，如何增强市场主

体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股东价值最
大化，进一步稳定资本市场？回购股票不失
为一种好办法。去年以来，飞鹿股份、旗滨

集团、唐人神纷纷自掏现金进行
股票回购。

近日，飞鹿股份发布公告称，截
至 7月 3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 1650000 股，成交总金额为 1697.90 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
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回购的股票怎么用？答
案是进行股权激励。据悉，飞鹿股份回购的
股份将授予 34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共
计 1470000股。

引入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可
以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旗滨集团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60645192 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 23028.41
万元。该公司宣布，本次回购股份将在三年
内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另一个决定开展员工持股计划的唐人
神，已最先完成了回购计划。今年 3 月，唐
人神公告累计回购股票 787.56 万股，总金
额为人民币 3704.1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成交均价为 4.70元/股。该公司也成了股票
回购成效最明显的株股，今年以来截至 7
月 31日，该公司股价上涨至 13.77元/股，累
计上涨了 1.42倍。

涉足智能行业之前，吴盛没有停止过
“折腾”。

初到株洲，是 1997 年。15 岁的小小年
纪，走出湘西大山独自去异乡谋生。生活的
磨砺，早将“不安分”的种子悄悄种下。

从原株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经
学校推荐，吴盛顺利入职湘江氮肥厂，捧上
了“铁饭碗”。但每个月 300元的工资，只留
了他 3个月。

“那时候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赚钱。”
对钱的渴望，源自生活的压力。

留在遥远湘西乡村的童年，在吴盛心
里凝成一个字：苦。上学要去到镇上，一天
来回就要走上二三十里路。“一家一户隔很
远，每天都是五六点起床，十多里路，为了
赶时间，都是跑，得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强
度，甚至让这个从未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伢
子，在来株洲读书的第一个学期，就在
校运动会 5000 米长跑项目上拿到了
第一，整整把第二名甩下一圈多。

真正的苦，是母亲得脑肿瘤
后。接连两次的大手术，让本不
富裕的家庭耗尽积蓄。来株洲
读书时，正好是母亲第一次术
后。“生活费都是 100 元一次
地寄过来，我知道这是家里
东凑西凑过来的，什么时候
寄也说不准，有时候几个月
才有一次。”勉强撑过两年，
吴盛开始在南大门进货，再
在校园摆地摊卖给同学，自
己赚生活费。

这些经历，让他难以满
足工厂安逸但低收入的生活。
毅然辞职后，吴盛转身跨进了
钢材贸易公司的大门。

第一次押货去衡阳，怎么交
货，怎么验收，怎么回款，吴盛两眼
一抹黑。幸好同去的厂里老司机手把
手教他。到了收款的时候，6.5万元现金一摞
摞地摆在桌面上。才 19岁的吴盛傻眼了，哪
里见过这么多钱？“数钱的时候手都在抖，
这要是数错了或者收了假币，就得自己赔
啊。”又是司机师傅，帮他从头到尾数一遍，
还真发现了一张百元假币。

验收完毕，已经是晚上 9 点多，两个人
这才有时间找地方吃晚饭。“我当时觉得，

这一路上，司机又给我买水喝，又教我交
收货款，帮了我大忙，也算是师父了，我总
要请他吃个盒饭吧。”摸遍全身上下，仅有
的 5 元钱，却只够付一份饭钱。这一餐，吃
得他坐立难安。就在两难时，司机师傅先
行付了款。

“到现在 18 年了，后来他换了手机号，
我们断了联系，但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楚记
得他的名字叫许文明。”吴盛感慨道。

押货、送货，经常是喊走就走，彻
夜不归的时候，不是在送货的路上，就
是在交货的工地上。

入职 4 个月后，机会来了。公司
转型，在杉木塘开了第一个门店，主
要经营螺纹钢、线材等建筑钢材，主
要客户就是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开发
商及承建商。

吴盛开始了跑业务的生活。没有
熟人，找不到门路，全靠一双脚、一张
嘴。“但凡是哪里围墙架起开始搞建设
了，那就是我的关注对象，有事没事跑
去问问，想办法联络老板，看看能不能
做成生意。”即便是休息日也都还在四
处拜访。“跑业务没什么诀窍，就是多
跑，但往往越是简单的事，很多人却做
不好。”

多联系，也不见得就能谈成。但吴
盛坚信，做生意无非两点，一是服务，
二是诚信。钢材市场行情变动快，价格
波动很大，对建筑工地承建方来说，价
格信息并不灵通，但最能打动他们的
也是价格。工地一旦开工，无论钢材价
格如何猛涨，建设是不能停的。

涨价，业务提成也会水涨船高，但
以诚待人的吴盛用上了笨办法。钢材
要涨价了，他会提前通知工地负责人，
如果资金宽裕可以预购节省开支；预
测钢材要跌价了，他还会告知对方近
期可以少购置些。无论有无业务往来，
他都会一一通知到位。从客户角度出
发，想着怎么帮他们省钱。“笨”办法让
吴盛收获了好口碑，一批负责人认为

“这个小伙子人实诚”，成了他的铁杆
客户甚至是朋友。

打开了局面，收入也随之直线上
升，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此掘进。2002
年至 2003 的两年间，吴盛已经可以
拿到每年 10 多万元年薪，后来，他升

至销售服务部经理。23 岁，不但帮
父母还清了欠的七八万元外债，

还在市里买车买房，可谓春风
得意。

2006 年，攒够了资本
的吴盛，开始出来单干。没
想到，创业第一步，却收
获了一堂惨痛的“实践
课”。由于经验不足，缺
乏风险防范，一家合
作单位的负责人跑路
了，三十多万元的货
款血本无归。第一桶
金，就这样全部填了

进去。
吴盛懵了。陷入低谷的时候，已经

成为朋友的客户伸出了援手，3 个人
凑齐 100万元借给他做周转：“我们信
你这个人，放心用。”

此后，吴盛的生意，和这座城市的
成长一样，飞速向上。辗转在各个项目
工地的日子里，他亲眼看到这座城市
从仅有一座跨江大桥，变成七座飞虹
横架，河西从一片荒芜，到逐渐扩展筋
骨，蔓延至高铁站一线。

那时候的他未曾料到，自己赶上
的，正是全国地产业的黄金 15年。1998
年开始，国内购房主体发生变化，集团
购买退出市场，个人消费成为主体，尤
其是 2002 年土地“招拍挂”制度实行
后，地产行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期。

直 到 2014 年 。伴 随 着 国 内 地 产
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与房地产业
紧密相依的钢材行业掉头向下。2012
年到 2014 年，钢材价格从原来的每
吨 5000 多元，跌至 3000 多元。和合
作伙伴一合计，吴盛准备抱团前往
吉首开展业务。

投资厂房、囤货……押了宝，却没
有中到彩。这一次，吴盛遭遇了从业以
来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到 2016 年初，
钢材价格一路下跌至 1800元/吨，近千
万元投资打了水漂。

“伤筋动骨”的疼痛，让他开始反
思。“从我读书第一天起，父母就跟我
说，家里帮不上我什么忙，要自己看着
办，走好每一步，遇事多想想，成功了
有什么好处，失败了是不是承受得
起。”那些无法入睡的夜晚，吴盛一遍
遍徘徊在吉首的街头，终
于想明白了：“钢材
行业始终是
个‘提篮
子 ’的
活 计 ，
资金密
度 大 。
我 要
找 个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行业，
要 有
个 能 为
之 奋 斗 的
目标。”

23岁有车有房，几载沉浮的日子

吴盛正在向顾客讲解智慧家庭的组成构件。高晓燕 摄

5块钱的盒饭，记了18年

青春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