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子荑

11 月 15 日， 上海岩石企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T 岩
石）宣布，拟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
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岩石
股份），更名后正式涉足白酒市场。

其实， 白酒产业一直不缺跨界
者， 近年来，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复星国际）、珠海格力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
力）等巨头掀起了一波业外资本
跨界白酒行业的浪潮。 那么，在
目前白酒行业挤压式竞争的大环

境里， 今年白酒行业增速较去年明
显放缓， 业外资本跨界白酒行业能
否获利？专家认为，业外资本跨界白
酒行业能否成功， 要看投资和介入
的方式。 相对于直接接管白酒企业
与品牌， 战略投资的方式更被业界
看好。

面临挤压式竞争 增速较去年明显放缓

业外资本掘金白酒行业 此时入局能否获利

实际上， 近来有诸多业外资本
与白酒行业产生交集。资料显示，去
年， 绿地集团组建泸州绿地酒业有
限责任公司， 其中绿地集团持股
70%；今年 10 月，复星国际董事
长郭广昌与四川宜宾市政府考
察团进行了交流，随后“酒+蜂巢
城市”项目在宜宾落地；今年 11 月
10 日，格力董事长董明珠专程到江
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参观考
察，一度引发业界猜测；今年 11 月

18 日，万达集团与五粮液集团在北
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传
媒产业及体育赛事、专卖店建设、酒
类产品、 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全面
合作。

此外， 在白酒行业的“黄金十
年”，掀起了白酒企业被业外资本收
购大潮， 辅仁药业收购河南宋河酒
业、思念食品收购杜康酒业，以及曾
一度被看好的联想成功收购孔府
家、文王、武陵、板城烧锅四家老字

号白酒企业等。
业内人士分析，从最近格力、复

星国际等企业的动作来看， 业外资
本再次掀起了跨界白酒行业的浪
潮。据介绍，从 2017年下半年起，经
历了四年调整期的白酒行业逐渐回
暖，业外资本再次“摩拳擦掌”。实际
上，作为具有明显周期性的行业，白
酒行业的景气与否备受业界关注。
据悉， 白酒行业的上一轮黄金发展
期就引来了众多掘金者。

众多资本跨界入局
白酒行业逐渐回暖，使得业外资本再次“摩拳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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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专利权）人：张家港市拓强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599945.2
专利名称：一种拉丝机用拉丝油冷却输送装置 发明（设计）人：葛大强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花园村拓强精工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拉丝机用拉丝油冷却输送装置，包括输送存放箱，
支撑座，支撑固定板，输送连接管，回流管，可观察循环降温管结构，可更换
插接过滤管结构，可观察吸附防护架结构，注油管，橡胶帽，排污管，手动阀
门，输送开关，供给自吸泵和供油管。 本发明冷凝箱，循环泵，蛇形盘管和导
送管的设置，有利于对输送存放箱内部的拉丝油进行降温工作，防止在工作
的过程中拉丝油温度过高影响工作；过滤管，尼龙网和不锈钢网的设置，有
利于过滤回流的拉丝油，防止回流的拉丝油中的杂质影响拉丝油循环工作；
防护罩，固边板和吸附块的设置，有利于在工作的过程中保护供给自吸泵，
防止供给自吸泵受到碰撞影响工作。

新注册发明专利集中统一公示 公示热线：010-83126800
传 真：010-83126803

申请（专利权）人：东营华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626402.2
专利名称：工程施工用混凝土搅拌辅助设备
发明（设计）人：宋良友、徐大华、徐华兰、任晓英、张光亮、任新庆、袁卫、徐国伟、任安
源、刘娟、李旭东、王胧胧、杨冠冠、逯娜娜、吕兆振、王恩莲、刘峰、姜岩明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庐山路 1188号华泰国际金融中心 2 幢 1316室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施工建设附属装置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工程
施工用混凝土搅拌辅助设备；工作模式较为多样，方便对工作腔内的残留混
凝土物料进行清理，使用效果较强，实用性较高；并且，方便观察工作腔内的
处理情况，给使用者带来便利，工作效率较高，从而提高其使用可靠性；包括
机箱、驱动电机和挡板，机箱内设置有工作腔，机箱顶端设置有进料口；还包
括转轴、收缩架、螺纹杆、螺纹管、伺服电机、清扫电机、连接板、链条、水箱、
连通软管、高压泵和喷洒器，转轴顶端与收缩架底端连接，链条套设在第一
链轮和第二链轮上，带动板底端和侧壁上均设置有刷毛，高压泵安装在连通
软管上；还包括透明板，机箱上设置有观察孔，透明板安装在观察孔上。

申请（专利权）人：中晟华铁（天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874342.6
专利名称：一种管道综合用抗震支架
发明（设计）人：舒红波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福兴道 1 号 209 室 -25（集中办公区）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管道综合用抗震支架，所述底板上端设有限位
板，所述限位板上端设有螺纹杆，所述螺纹杆上端设有挡板，所述挡板设置
在支撑板内，所述支撑板上端设有缓冲装置，所述横板上端设有支架，所述
支架下端设有螺钉，所述螺钉外端设有锁紧螺母，所述支柱设置在支架中心
处，支柱内设有弹件，所述弹件上端设有缓冲垫，所述缓冲垫上端设有支板，
所述支板上端设有夹紧装置，所述夹紧装置内设有中空槽，所述中空槽内设
有连接杆和推板，所述推板外端设有螺杆，所述螺杆上设有固定螺母，所述
连接杆上套接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内端连接有固定块，所述夹紧装置右端
设有螺栓，所述螺栓下端设有螺母。

申请（专利权）人：石家庄惠德机械工具厂 申请号：CN201910731253.9�
专利名称：单刃枪铰刀的制作方法
发明（设计）人：张书林、刘花平、张涛、张蕾、张建平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廉州镇东刘村村南
摘要：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单刃枪铰刀的制作方法，属于铰刀技术领域，包括
步骤 1：沿刀柄轴线方向上开设通孔；步骤 2：将刀柄切削成圆柱体；步骤 3：
将刀柄端头上加工若干个用于放置刀刃的第一凹槽；步骤 4：将刀刃固定在
第一凹槽内；步骤 5：在刀柄圆周面上并沿刀柄的长度方向靠近所述刀刃位
置开设有多条第二凹槽；步骤 6：在第二凹槽内嵌入合金条；步骤 7：对刀柄
做保温处理；步骤 8：打磨刀柄的外圆周面，将刀刃开刃。 本发明提供的单刃
枪铰刀的制作方法，冷却液流过通孔，对孔进行冷却，合金条增强了刀柄的
刚度，使得枪铰刀在加工过程中，刀柄强度高，保证刀柄的直线度，从而保证
后续加工精度。
申请（专利权）人：天津致勤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申请号：CN201910692465.0
专利名称：3D 打印用硅砂的预处理工艺、获得的硅砂及硅砂的应用
发明（设计）人：王荣亮、郑恒生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82 号丽港大厦 2-716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 3D 打印用硅砂的预处理工艺、获得的硅砂及硅砂的应用。 预
处理工艺包括：研磨、磁选烘干、焙烧；其中，焙烧时将原料硅砂在 900-950℃
下焙烧 2-3h，然后冷却。焙烧能够去除硅砂表面杂质，采用该种硅砂与粘接剂、
固化剂混合后经 3D 打印获得砂型模，砂型模中的粘接剂和硅砂之间的粘结
度更高，砂型模的强度更高；在获得等强度砂型模时，能够减少粘接剂加入
量，从而降低砂型模铸造时的发气量；焙烧后的硅砂的晶相转变为 α 磷石
英，减小了硅砂在高温下的膨胀现象，由此降低了砂型模在铸造高温下出现
脉纹、气孔的概率。 将硅砂与固化剂混合，再继续与粘接剂混合后，经 3D 打
印制得砂型模，其中粘接剂占硅砂的 3‰-5‰，固化剂占硅砂的 0.3%-0.5%。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三维润达油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931113.3
专利名称：一种增强稳定型石油套管 发明（设计）人：毛刚强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8号 B 座 3层 308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增强稳定型石油套管，所述石油套管形成为金属
材料件，所述石油套管包括：套管本体，所述套管本体形成为中空柱状；至少
一个护套， 至少一个所述护套设在所述套管本体的外壁面上且与所述套管
本体相连以增强所述套管本体的结构强度，所述护套包括：加强部，所述加强部设
在所述护套的外壁面上，所述加强部沿所述护套的周向延伸且背向所述护套的
外壁面凸出。 本实用新型的增强稳定型石油套管，通过在套管本体上加工带
有加强部的护套，有效增强石油套管的抗拉、抗压和抗外挤的强度，使石油
套管能够最大限度地与地层之间的水泥结合， 从而加强石油套管在地层中
的稳定性，使得石油套管在石油钻采过程中的安全生产得到有效保证。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必安必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596297.5
专利名称：一种心音信号预处理方法及装置
发明（设计）人：尹学良、王勇、邱洪、聂涛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阳光上东 11-3-701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心音信号预处理方法及装置，通过设置了噪声处理
子模块利用阈值筛选的方法对心音信号中的噪声进行去除， 设置了削顶失
真处理子模块利用对称三角形重塑的方法对心音信号中的削顶失真信号进
行塑形，获得了准确的心音信号，从而提高了心音特征提取的准确性，从而
提高了心音检测的准确率。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丰恒世纪科贸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30210098.7�
专利名称：益智玩具（管子游戏）
发明（设计）人：韩冬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镇吉卧大街 116号
摘要：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益智玩具（管子游戏）。 2．本外观设计产品
的用途：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拼接不同造型的益智玩具。 3．本外观设计产
品的设计要点：在于产品的整体形状。 4．最能表明本外观设计设计要点的
图片或照片：组合状态参考图 1。5．省略视图：组件 3-6 的后视图、左视图、
右视图与对应组件的主视图相同，组件 3-6 的仰视图与对应组件的俯视图
相同，故省略组件 3-6 的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仰视图。 6．本外观设计
为组件产品；组件 1、组件 2、组件 3、组件 5、组件 6 均为半透明结构。

申请（专利权）人：哈尔滨市翘楚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30200474.4
专利名称：水箱板（1x1）
发明（设计）人：宋小涛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东长林村
摘要：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水箱板（1x1）。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
途：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水箱上。 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产
品的形状。4．最能表明本外观设计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立体图。5．省
略视图：后视图无设计要点，故省略。

申请（专利权）人：福建省鑫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25678.6
专利名称：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制备混凝土的方法
发明（设计）人：蔡小妹、蔡妹珠、蔡志明、黄雨欣
地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长安路 21 号 4 幢 302 室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制备混凝土的方法，属于建筑垃圾处
理再回收利用领域。 具体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将建筑垃圾粗粒料、建
筑垃圾细粒料、建筑垃圾超细粒料混合均匀，加入水中，搅拌均匀，得悬浮液
a；(2)在悬浮液 a 中加入硅酸钠，搅拌使硅酸钠完全溶解，加入酸调节溶液 PH
为 3-5，随后加入碱，调节溶液 PH 为 7-8，静置得改性后的建筑垃圾；(3)在
改性后的建筑垃圾中加水，继续搅拌得到均匀悬浮液b，在悬浮液b中加入水泥、
减水剂后混合均匀，进行标准养护。 本发明得到的混凝土具有较高的力学强度、
保温和隔音性能；且未过多加入水泥等粘结物，生产成本低，制备周期短。

申请（专利权）人：高邮市恒昌泡沫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083287.7�
专利名称：一种加筋地暖保温板
发明（设计）人：许爱存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甘垛工业园区沿河路 5 号
摘要：一种加筋地暖保温板，包括底板和覆膜，所述底板上方凸设有方形柱，
所述相邻方形柱之间设有弧形凸筋，所述覆膜包覆在底板上方、方形柱以及
凸筋上，方形柱之间设置的弧形凸筋，有利于将热管架高配合方形柱的顶部
形成一定的夹紧，有利于热管的稳定，架高的另一个好处为使热管在满足被
传热层完全覆盖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传热层的厚度，有利于热量的利用，弧
形凸筋连接在相邻方形柱的柱角部位， 热管安装时架在弧形凸筋上与方形
柱的其中一根对角线垂直， 相比凸筋与方形柱的对角线呈 45°的方案，能
够在同样的地暖保温板上安装直径更大的管道，有利于节省安装成本。

申请（专利权）人：湘潭中创电气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666255.4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大型储能站的蓄电池储能与再生方法
发明（设计）人：娄志林、颜爱国、颜玲轩、娄里夫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楚天北路东方金谷产业城二期 D07 栋 1107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大型储能站的蓄电池储能与再生方法。 在普通
液态铅酸电池结构上，将蓄电池的铅电极置于一个可拆卸极板支架上，可拆
卸极板支架两面侧壁上开有与电池极板厚度相适应的浅槽， 使正负极板交
叉插入浅槽内，使正负极板得到固定；然后将支架整体放入电池外壳，再加
入电解液，就组成了电池的整体结构；并采用两级修复对电池进行修复。本发明在
传统的液态铅酸电池基础上，提出一种经济的电池储能与再生循环使用技术，使
电池寿命接近无限循环，电池寿命到期后，再生成本不超过重新购买新电池
费用的 5％，并且无废弃物排放，无电池报废后的环保压力，能够显著降低蓄
电池在大型储能电站中应用的成本，明显提升了经济性和环保性。

申请（专利权）人：广西梧州华锋电子铝箔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725367.2
专利名称：废渣回收装置及方法
发明（设计）人：陈建正、欧永聪、王文宝、陈聪、曹宏杰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龙圩镇建兴南路 1 号
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废渣回收装置及方法，涉及废渣回收技术领域，废渣
回收装置包括进料组件和干燥组件； 所述进料组件的出口与所述干燥组件
的入口连通；所述进料组件用于输送废渣至干燥组件，所述干燥组件用于干
燥废渣。湿的废渣通过进料组件运输至干燥组件中，干燥组件对废渣进行干
燥，直至废渣干燥至能够供其他生产工艺利用的状态时，干燥组件停止对废
渣进行干燥， 将废渣从干燥组件中输出后即可将干燥后的废渣用于其他生
产工艺中，实现废渣的再利用，从而提高废渣的利用率，并且降低废渣对环
境的影响程度。

申请（专利权）人：昆山巨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359511.2
专利名称：新能源汽车电池包
发明（设计）人：陈加剑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张铺镇横贯泾路 18号 2 号房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包，包括电池上盖、动力电池
模组和电池底壳，所述动力电池模组包括电芯和用于与电芯的正、负极固定
的电芯安装梁； 还包括一连接件， 所述连接件包括第一连接部和第二连接
部，所述第一连接部与所述电芯安装梁的侧壁为可拆卸连接，所述第二连接
部与所述电池底壳的边梁为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连接部与所述电芯安装梁
两者的接触面其中之一以及所述第二连接部与所述电池底壳的边梁两者的
接触面其中之一分别涂覆有一层结构胶层。 本实用新型通过优化电芯安装
梁与电池包边梁的固定方式，加强电池包壳体的抗冲击、抗振动、抗开裂等
性能，提高电池包使用时的安全性。

申请（专利权）人：扬州炳星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705750.1
专利名称：一种三轴混煤机 发明（设计）人：张树荣、吴静、陈斌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平山乡环镇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轴混煤机，包括混合箱体，在混合箱体的上方设
有多个进料口，在混合箱体左侧设有第一混合电机，第一混合电机通过支架
固定在混合箱体上，在混合箱体内水平设有两个混料叶轮，第一混料叶轮与
第一混合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第二混料叶轮两端转动连接在混合箱体内两
侧，在混合箱体的下方设有漏斗状输出通道，在漏斗状输出通道内设有第三
混料叶轮，在第一混合电机输出轴上连接有第一皮带轮，第一皮带轮的另一
面与第一混料叶轮连接，第三混料叶轮右侧转动连接在混合箱体内，第三混
料叶轮左侧设有第二皮带轮，第一皮带轮和第二皮带轮之间连接有皮带，在
每一个进料口上方均设有输送通道，在输送通道内设有重量检测器。 本发明
实现均匀混料。

申请（专利权）人：江苏金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641931.2
专利名称：一种墙砖干挂安装结构
发明（设计）人：张光、束永生、伏法政、邓桂珠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亭街道迎宾北路 1 号
摘要：本发明涉及墙砖干挂的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墙砖干挂安装结构，其
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支托组件和钩挂组件，支托组件连接于墙体，支托组件
的上部贯通有安装孔，安装孔内穿设有锁紧杆，支托组件的上表面开有若干
插槽，插槽的底部位于锁紧杆的下方，锁紧杆的两端伸出安装孔并分别钩挂
有收紧压簧，钩挂组件包括连接板和固定连接在连接板下表面的挂钩，连接
板固定连接有固定板，墙砖通过胶水固定连接于固定板，挂钩朝向墙砖的一
侧开有引导斜面，挂钩与连接板相连接的部位固定连接有补偿块，补偿块与挂
钩填充在插槽内。本发明在安装墙砖的过程中，通过胶接方式连接，墙砖无需开孔
或开槽，因此保证了墙砖本身的强度，提高了后期墙砖的使用寿命。

申请（专利权）人：宁波安邦混凝土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379231.8
专利名称：一种混凝土搅拌主楼 发明（设计）人：赵军南、武振波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区热电路 6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工程建筑领域，公开一种混凝土搅拌主楼，包括上层
(1)、中层(2)、下层(3)，上层(1)设有待料斗(11)和计量装置(12)；中层(2)设有
搅拌主机(21)和走台围栏(22)，走台围栏(22)连接中层(2)与上层(1)；下层(3)
设有搅拌车(31)和混凝土卸料斗(32)，混凝土卸料斗(32)固定安装在中层(2)
的下方，搅拌车(31)停在混凝土卸料斗(32)的下方，混凝土卸料斗(32)将搅拌
主机(21)卸下的混凝土送入搅拌车(31)中。 自动操作配料，采用模块化的设
计可以分单元运输，安装方便，采用微机控制，混合混凝土具有高度的准确
性，操作全密闭，除尘系统完善，且采用机械能转电源再利用，有利于环保、
节约能源。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晶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631022.0
专利名称：一种液基薄层细胞制片的方法
发明（设计）人：赵路、陈水煜、汤哲文、贾磊、钟娟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 88弄 1-30 号第 22 幢 CR101 室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液基薄层细胞制片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将预处
理后的样本逐个放入板条，并将板条逐个上机；转移样本至转样杯；对转样
杯中的样本进行样本处理；处理后的样本加样至沉降仓，静置沉降，吸去上
清；巴氏染色；将巴氏染色后的玻片转移出沉降仓，液体封片。本发明优化了
制片的步骤，增加了样本处理的过程，冲洗红细胞去除，换缓冲液加 PBS，磁
珠去除大部分白细胞干扰等步骤，大大提高了制片的质量。

申请（专利权）人：江苏金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632458.1
专利名称：竹编花格灯罩施工方法
发明（设计）人：张光、王宇侃、夏波、付高朋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亭街道迎宾北路 1 号
摘要：本发明涉及建筑装饰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竹编花格灯罩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依次对竹片进行蒸煮、浸胶、热压处理；于吊灯上方的楼板下
表面安装吊顶钢架，吊顶钢架底部伸出吊顶完成面；根据施工图纸在地面绘
出竹编花格灯罩的投影轮廓，选取投影轮廓上的点向上竖直放线，围绕放线
搭设脚手架；于吊顶钢架底部安装环形主龙骨，环形主龙骨上安装竖向主龙
骨，竖向主龙骨上穿设副龙骨，接着在竖向主龙骨与副龙骨外侧固定若干竹
片并编成竹编。 竹编花格、重竹灯罩采用可再生资源竹材为原料，替代传统
的铝、木材等原料，竹材的利用率高达 90%以上，远超传统原料的利用率，既
可持续生产，又可有效地保护环境。

申请（专利权）人：徐州华邦益智工艺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792122.1
专利名称：一种具有投射功能的声控毛绒玩具狗
发明（设计）人：李保宁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张寨镇工业园区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投射功能的声控毛绒玩具狗，包括玩具体和玩
具头，所述玩具头连接在玩具体的上端，玩具头和玩具体的内部连通，玩具
体和玩具头的内部填充有棉絮，且玩具体和玩具头的内部设置有处理装置、
输入装置和输出装置，处理装置包括控制盒、电路板、第二充电口、单片机、
语音识别模块、无线模块和锂电池；所述控制盒固定在玩具体的下端内侧，
电路板通过螺栓固定在控制盒的内部。本发明通过设置有投影镜头、第一摄
像头和第二摄像头，并且还设置有单片机和无线模块，可以通过这些结构实
现毛绒玩具狗的投射功能， 同时设置的第一摄像头和第二摄像头还可以实
现监控和视屏通话的功能，丰富并增加了毛绒玩具的可玩性。

申请（专利权）人：高邮市恒昌泡沫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083289.6
专利名称：一种地暖保温板
发明（设计）人：许爱存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甘垛工业园区沿河路 5 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地暖保温板，包括底板和覆膜，底板上方凸设有
方形柱，方形柱上大下小呈倒台状，覆膜包覆在底板上方和方形柱上，方形
柱在底板上按照阵列分布，相邻两列错位排布，方形柱设置为上大下小呈倒
台状，有利于热管被卡住在方形柱之间，防止热管窜出到地暖保温板之上，
甚至漏出到地暖保温板上部铺设的水泥混凝土之外，造成热量分布不均，影
响使用效果，方形柱的阵列分布和相邻两列错位排布，一方面使热管铺设时
受力均匀，有利于稳定，另一方面在地暖保温板的运输过程中，能够将两片
地暖保温板相对压合，节省运输空间。

申请（专利权）人：宿迁市美德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682808.5
专利名称：一种电磁发生装置
发明（设计）人：王筱祥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经济开发区（东区）K2 路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磁发生装置，属于科研仪器仪表领域，其包括线
圈、物镜套筒、旋转固定筒体和旋转零件，所述线圈和旋转固定筒体分别通
过螺钉固定在轭铁一上，所述物镜套筒插入极柱中部的凹槽内，物镜套筒一
端连接物镜，物镜设置于极头中部卡槽内，极头通过螺钉固定于极柱上；所
述极柱、极头、物镜和物镜套筒一并插入线圈中；将物镜内置于极柱中，使得
光线可通过光线在靠近测量点附近进行聚焦， 使得不需要通过取消极柱的
方式依然能够获得高精度的光学测量； 通过旋转件分别可以对极柱和物镜
进行与均匀磁场方向平行方向的调节， 既可以实现调节磁场强度及均匀区
大小的目的，也可以实现光学聚焦的作用。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富阳富隆有机肥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774948.5
专利名称：一种土壤调理有机生态肥料 发明（设计）人：李小洪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元村村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土壤调理有机生态肥料的制作工艺， 包括以下步
骤：（1）：将原材料堆放到发酵池内进行发酵；（2）：将发酵完成后的原材料放
置到粉碎机内进行粉碎；（3）：将粉碎后的原材料放置到搅拌机内进行搅拌；
（4）：搅拌完成的混合物放置转鼓颗粒机内；（5）：将混合物放置到热风烘干
机内进行热风烘干；（6）：除臭室对混合物进行吸附除臭；（7）：将混合物放置
到冷却机内进行冷却；（8）：将粗料和杂质筛分出来；（9）：将二次筛分后的较
为纯净的混合物放置到包装秤上进行定量称重；（10）：对称重后的混合物进
行包膜打包，存库，解决了加工时筛分时间过短的问题，同时对转鼓颗粒机
内的湿度进行调整。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必安必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595558.1
专利名称：一种心音信号特征提取、检测模型构建及检测装置
发明（设计）人：聂涛、邱梓峰、尹学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阳光上东 11-3-701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心音信号特征提取、检测模型构建及检测装置，通
过设置了噪声处理子模块利用阈值筛选的方法对心音信号中的噪声进行去
除， 设置了削顶失真处理子模块利用对称三角形重塑的方法对心音信号中
的削顶失真信号进行塑形，获得了准确的心音信号，从而提高了心音特征提
取的准确性；通过设置了心音特征提取模块，将心音信号中的频域特征、时
域特征以及待检测对象的个体特征进行融合，获得了准确的心音特征；采用
分类网络对提取到的心音特征进行分类，提高了分类的准确性，从而提高了
心音检测的准确率。

几年前， 业外资本跨界白酒行
业曾风靡一时。资料显示，2011年 5
月， 海航集团以 7.8 亿元的价格收
购贵州怀酒 60%股权；2011 年 6 月
至 2012年 8月，联想控股旗下酒业
平台丰联酒业先后收购湖南武陵酒
业、河北乾坤醉酒业、山东孔府家酒
业、安徽文王釀酒业四家公司，累计
投资超过 20 亿元；2012 年 5 月，维
维股份以 3.57 亿元收购贵州醇；

2013 年 11 月， 娃哈哈宣布与金酱
酒业合作推出三款“领酱国酒”产
品。

业外资本为何对白酒行业如此
青睐？对此，白酒行业专家刘晓威对
中国商报记者表示，“业外资本跨界
白酒行业看重的是其庞大的市场容
量、良好与稳定的现金流量、积极稳
健的行业成长性、可观的利润、良好
的抗风险能力。 ”

“不过，业外资本此次跨界白酒
行业和上一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上一轮白酒行业正处于发展的黄金
期， 业外资本更看重的则是白酒行
业庞大的市场容量、 良好的利润表
现这两个层面， 而此次更看重的是
白酒行业的抗风险能力。 在宏观经
济环境面临压力的背景下， 白酒行
业的抗风险能力使其具备极大的投
资价值。 ”刘晓威对记者如是说。

为何青睐白酒行业
白酒行业的抗风险能力强，具备极大的投资价值。

＞＞＞ 其实， 业外资本跨界进入白酒
行业很难有所作为， 资本大鳄在入
局白酒行业后多以折戟收场。例如，
贵州醇被维维股份收购后业绩不断
下滑，2017 年更是连续更换三任董
事长，最终被维维股份抛售；被联想
控股收购后， 丰联酒业旗下四家白
酒公司屡屡受挫， 最终被老白干酒
接盘；娃哈哈力推的“领酱国酒”在
白酒市场没有引起任何回响； 海航
集团在今年 7月宣布， 出售包括贵
州怀酒 60%股权在内的多项资产。

对此，刘晓威坦言，业外资本直
接运营白酒企业， 是多数业外资本
投资白酒行业失败的根本原因。 实
际上，白酒行业在消费者培育、品牌

建设、产品线布局、渠道建设、终端
销售网络建设等方面需要企业具备
很强的运营能力， 这是白酒行业看
不见的门槛。 业外资本直接运营白
酒企业， 这道看不见的门槛很难跨
越。

此次业外资本跨界白酒行业，
恰逢白酒行业处于挤压式竞争的大
环境。今年，白酒行业增速较去年明
显放缓，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19 家白酒上市公司中有 16 家营收
增速放缓。此外，目前我国白酒行业
分化进一步加剧， 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去年之前， 白酒行业的分化更
多是上市酒企抢夺区域型酒企的市
场份额。今年以来，白酒龙头企业之

间的市场份额争夺明显加剧， 形成
了挤压式增长的态势”。

在白酒行业增速放缓的背景
下， 业外资本此时入局白酒行业能
否获利？ 刘晓威认为，“业外资本跨
界白酒行业能否成功， 要看投资和
介入的方式。 相对于直接接管白酒
企业与品牌， 战略投资的方式更被
业界看好”。战略投资机构拥有良好
的资本整合能力、 资源获取能力和
更加严格、规范的企业运行机制，这
些成熟的外部资源与白酒企业进行
嫁接、输送，能有效推进白酒企业与
品牌的运营。 虽然白酒行业目前处
于深度调整期， 但业外资本以战略
投资的方式跨界仍被看好。

战略投资方式被业界看好
业外资本跨界白酒行业能否成功，要看投资和介入的方式。

＞＞＞

业外资本进入白
酒行业为数不少，然
而大多折戟触礁，其
中不乏拥有雄厚资本
的企业，如娃哈哈、维
维股份、联想、海航、
平台信托等。 专家认
为， 白酒作为传统产
品， 需要漫长的培育
期和品牌沉淀期，有
钱就能盘活酒厂的时
代已经过去， 赚快钱
之路很难走下去。
本报记者 陈文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