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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远公司：专利创特色 科技铸品牌赛远公司赛远公司：：专利创特色专利创特色 科技铸品牌科技铸品牌
筑牢健康产业集团化发展根基筑牢健康产业集团化发展根基

2014年岁末的寒风里，赛远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智勇豪

情满怀，对赛远目前的科技实力，他信心十足。作为国企的天

津赛远保健服饰企业，经过22年的艰苦创业，如今，在中国以

高科技为主导的功能纺织品系列产品中，赛远始终是佼佼者，

实现了“让高科技伴随人民生活”的企业梦；作为一家国有企

业，赛远真正做到了“以科技的力量利国利民，以科技创新改

善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

22年的发展，使赛远逐渐成长发展，一番番科技
研发，一重重突破，从开始单纯的保健服饰，到如
今，具有保健功能的产品细化在吃、喝、穿、戴、睡
等多方面，形成了品种繁多、渗透居民生活多方面的
产品结构。赛远产品多样化所产生的效应是由每一新
产品所带来的新技术，这些产品的多方面技术成果，
形成了如今赛远公司产品的集团化发展模式，探索出
了一条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经营的管理之道。

自主创新路自主创新路
科技铸品牌科技铸品牌

赛远公司为保证技术研发体系的良好运转，成立
了公司技术中心，于2006年被认定为天津市市级技术
中心。这个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把提高企业整体开
发能力、完善开发体制、改进开发手段、强化试制能
力，当作中心建设的重点工作来抓；把激励机制和制
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方向紧密结合，使
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完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说起一路的艰辛，赛远的“老人”、原董事长杨
明香抚今追昔：稳定的市场，来自于百姓的信誉。而
信誉的由来，是赛远员工不惜吃尽千辛万苦，不怕流
血流汗干出来的。

目前，赛远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研发队
伍，技术中心拥有科技研发人员11人，中高级职称6
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高级专家 1名，多年来在功
能纤维开发以及功能纤维产品的应用等领域都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赛远公司核心技术就是功能粉体分散、均混、母
粒制造、熔融纺丝技术，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产品
工艺创新，将多种功能材料应用于传统的合成纤维
中，开发了多种具有赛远专利技术的功能合成纤维。
目前公司核心技术及产品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
地位。

赛远企业的发展，技术支撑和产品带动是关键。
技术中心以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各部门目标责任制及目
标考核为契机，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技术立项，技术中
心实行新品立项考核制度。完善了项目承包制，严格
了立项、实施和验收等环节，每到年底召开项目验收
会议根据项目进展及其实施情况进行奖惩，另外对有
突出贡献者给予重奖。随着近年来公司大力量增加科
技投入，企业科技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新产品在企业
产品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

赛远公司准确把握市场变化趋势，以科学的态
度、高超的技术、雄厚的实力和全新的思维，不断研
制开发出市场热销产品。从技术的不断探索与更新，
产品功能的单一到复合，赛远走过的是一条勇创现代
高科技生态保健服饰的成功之路。

以高科技为先导，向质量要效益。赛远人充分认
识到“高科技是企业的生命，高科技是竞争的核
心”，公司始终把生产高科技产品，作为企业生存和
发展的基石。赛远成长到今天，靠的就是“领先一
步，高人一筹”。

赛远拥有行业资质认证，这是赢得市场的一个方
面，而对赛远这种靠科技含量说话的产品来说，从根
基上历来就是产、学、研一体，是技术第一，专家说
了算，这在一开始就形成了“家风”。因为赛远的代
名词就是“科技”。没有科技便不再有产品，不再有
发展。

创新是赛远追求人类健康产业的灵魂，创新是赛
远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投机
取巧，赛远人在研发过程中，始终以科学的态度进行
攻关。

赛远以科技起家，而科技只能创新，否则死路一
条。功能纤维的前路谁是先行者？何处有方可循？20
多年来，赛远每天要面对逆境，也要面对登高的孤
独。在概念和虚拟功能的喧嚣之下，赛远只能脚踏实
地。一手探求高科技，一手挽住民众需求。科技针对
人，服务贴近人，产品赢得人。赛远品牌保健功能的
服饰、床上用品等上百件产品，以货真价实、良好的

信誉，赢得过去、现在和未来。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因此，赛远公司科研人员向来力主科技领先，潜
心研究、技术攻关，不断改变传统纺织的产业结构，
业已成为企业的老传统、好作风。

近年来，赛远公司以天纺集团为依托，利用滨海
新区高速发展的地缘优势和区域环境，凭借世界一流
的多功能产业链，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坚持创新发展,
秉承领先、专业、执着、爱心的宗旨，研发生产了百
余种生态保健产品。

2012 到 2013 年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共 65 项，新
产品投产项目27项，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生产，投放到
市场，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 2012-2013年，企业研发的科技创新项目中有
6项列入天津市及控股公司技术创新项目。目前，项
目按照进度要求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中，部分项目
已经顺利投产并面向市场，正在稳步发挥其经济
效益。

功能生态化功能生态化
引领新时尚引领新时尚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纺织纤维来自棉、丝、竹
炭，然而，有多少人能够知晓，一根纺和棉、丝、竹
炭一样精细的丝线，可以源自矿石、海产以及中药
等，被我国的纺织学专家风趣地称其来自：金木水火
土。刘智勇无不自豪：天津赛远保健服饰的这根丝线
里唯独没有棉，然而，它柔软、坚韧的质地中，由于
加入远红外线的复合功能，使独特的温暖程度达到了
赛远所设定的保健功能。一根丝线，竟含 7种以上天
然物质：赛远人用自己的科技探索，立志弥补中国保
健服饰有效作用于人体的空白。

22年前，赛远刚刚起步，时值中国国民保健意识
正迅速提高，各种带有保健功能的产品应运而生，其
中不乏纺织行业的保健服饰，以远红外线为保健功能
的服饰，也不胜枚举。但是其所采用功能之单一，持
久力之脆弱，都远不及赛远品牌如此的经风经雨。赛
远由绵纱纺出的丝线，含有：麦饭石、珍珠蛋白、牡
蛎、远红外线、负离子、炉甘石、海泡石、扁石、磁
功能纤维……

赛远的核心技术，体现为所选材料好似一个方
剂，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产品需求，如服饰或寝具
等，给出不同的保健方式。比如材料之一炉甘石，就
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特点进行保健的极好选择。天
津市科委、市工信委对赛远炉甘石“利用天然矿物药
材料”进行天然功能开发、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

赛远公司作为全国唯一的一家从纳米功能母粒
——功能纤维——织造——制衣——整理——销售，
集科研、生产、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在功能纺
织品行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2年，赛远人历经多少
坎坷，一个又一个曾经摇旗呐喊的同行企业，在身边
倒下，而他们却用自己坚持科技之路的担当意识和人
文精神，屹立在生态保健服饰这个战场上。赛远人永
远也忘不了奠定这份基业的长者。30多年来，我国著
名的磁医学家刘道炬，如今已七旬的老人，一直专门
从事中国磁医学研究及临床应用。早在上世纪 70 年
代，刘老将中国传统经络学说与磁医学相互结合，创
造性发明了“手法磁疗技术”。在他诸多关于磁医学
的研究成果中，脉冲磁感应泌乳疗法被列为“95中国
卫生部全国十年百项推广项目”。

中医学者、教授王益民，功能纤维行业专家孙志
等一批天津以及全国的中医学、磁医学、远红外线等
领域的专家，在20多年前齐聚天津。这些深怀科技救
国、科技保健人文精神的行业精英，不计个人名利得
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
服饰。

22年来，为了得到和精确掌握功能纤维作用于人
体的实效，他们从未间断实践研发，无数次地实验应
用观察对比。

在1992年，经过反复的临床观察，经过国家行业

相关机构的认证，最终使第一批赛远保健功能服饰，
得以上市。

专利创特色专利创特色
风范挺脊梁风范挺脊梁

2014年，赛远人又传奇般捧出10项科技专利，让
中国功能纺织服饰更向实用性迈进。

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市场的竞争，而市场
竞争的资本就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竞争
力。真正达到赛远人为自己定下的目标：生产一代，
研发一代，是何其简单？！2014 年，当整个经济大环
境低迷，当企业收入锐减，面临举足维艰的困境，许
多企业在守城，而赛远人却传奇般地用火热的心，炙
热的双手，捧出他们的10项实用专利。赛远董事长刘
智勇，堪称赛远的“老人”之一，回忆起22年所走过
的艰辛之路，他对赛远的感情之深难以言状：“就像
自己的孩子一样”。

2015年，赛远具有保健功能的“炉甘石电脑大提
花”的新型纤维纺织工艺，将以增强时尚感、舒适度
以及弹性合体的特点上市。

赛远作为国企，其核心技术是几代人心血和汗水
凝结的金字招牌，因此，赛远决策层有一个心声：再
苦再难也得守。

赛远有优良的传统，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秉承 8
个字“担当、诚信、服务、坚守”。无论 2003年非典
来袭时临危受命的铁肩以担，无论是汶川地震的挺身
援助，作为国企，他们始终把国家的重担挑在肩上。
对此赛远人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国企，应
该的。

赛远人将诚信看做企业的生命，消费者是衣食父
母这句话，他们不仅表达在言语上，更铭刻在心坎
上，因此决不允许半点有辱品牌的行为。对于费尽心
力打造的品牌却遭到假冒，他们感到十分痛心。目前
发现市场上有不法厂商假冒生产赛远牌电解制水机，
流入市场欺骗广大消费者，因此，赛远公司不得不将
依照法律法规对不法厂商进行起诉，以维护品牌形
象。因为诚信，每年举办活动时，老顾客都喜欢前来
索要些布头，足见他们对赛远产品的喜爱。

赛远生态服饰的发展过程不是采取先打知名度，
然后再做市场的营销方式，而是由消费者通过使用后
建立信誉，扎扎实实做大做强市场。服务的科学与周
到决定了市场的希望。产品的推销，首先是理念的推
广。要想做大做强，只有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创
业，任劳任怨服务。

赛远二十多年如一日，苦心营造，执意坚守，
“宁可不赚钱，也不丢企业的脸”，一个老牌企业的百
年大计、出海的航船，就是由这样一群带有传奇色彩
的普通人，用汗水乃至生命在把守。多少血汗化做欢
颜，所有的荣誉，无不是艰辛换得，质朴的赛远人，
用科技传承与不断摸索创新，步履坚实，走出一条中
华民族功能纺织纤维创举之路。

执着奉爱心执着奉爱心
诚信赢天下诚信赢天下

赛远人从来崇尚服务至上：没有服务就没有市
场，他们始终把服务做到顾客的心坎上。每年，他们
会派专门的业务人员，深入顾客之中，去探访顾客的
心声，了解他们的诉求，由此征得许多宝贵的建议，
赢得很多改进的机会。为了让顾客及时收到满意的产
品，他们从来不惧风雨兼程。

低收入水准的消费者，有时会踌躇于赛远的产品
价格。赛远产品的价格是基于原料成本制定的，为高
成本低回报，所用纺纱的原材料为纯生态材料麦饭
石、珍珠、牡蛎、磁、炉甘石等，而这些属于有限资
源的原材料，其本身的价格很是昂贵。这一点，当广

大消费者有所了解之后，就会欣然接受。
稳定的市场来自于百姓的信誉。而信誉的由来，

是赛远员工不惜吃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流汗。赛远
的22年，由最初的白手起家，简陋的厂房，到如今具
有国家认证，有精密纺纱车间和国际一流生产线的一
条龙作业，有最初的局部销售，到如今的集团订购，
国际国内多方商贸洽谈与合作，成长壮大为一个集团
化的保健服饰企业。

近年来，当出现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有不少
企业转产，甚至以次充好时，赛远始终在坚守自己的
这一片净土。

研发成果多研发成果多
产品功能全产品功能全

赛远公司近年来开发的新产品中，有95％的产品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能够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公司加强了对自由
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专利的申请
数量及其质量，更好维护了企业的利益。截至目前，
公司先后申请获得了7项发明专利，44项实用新型专
利，28项外观专利。赛远健康产品的发展始终立足于
以生态科技为手段，针对家庭健康的睡眠寝具、穿着
服饰、饮水健康等生活用品专业开发生态健康相关技
术和产品，从而改善家庭生活环境，提高生命质量。

健康睡系产品：赛远公司以“生态健康睡眠理
论”为核心首创生态健康睡眠系统。1.“紫气东来”
生态寝具：产品的功能、功效更加明确、强大和显
著，在性能上安全、可靠、实用。⒉“馨香玫瑰”婚
庆健康寝具：选用热情的色调，典雅华贵，不失时
尚。3.福康毛毯：采用拉舍尔工艺，利用赛远功能纤
维生产，具有时尚、靓丽、保暖及多功能理疗功能。

健康服饰产品：以简约而不简单，时尚而不前卫
的设计理念，突出时尚性、功能性、舒适性相结合，
体现科技创新的概念。1.雅适服饰：采用赛远专利技
术的细旦功能纤维设计的新型弹力面料，它具有良好
的保型性，穿着舒适、体贴，颜色明亮，设计风格时
尚。2.砭石服饰：采用赛远专利技术的砭石纤维制
造，是远红外功能纤维的换代产品。3.迷你舒康枕：
采用生态磁疗功能与远红外、负离子功能相结合的舒
康枕产品。4.多功能防护口罩：采用立体裁剪技术，
利用N95过滤材料加工，具有很好的防护PM2.5的功
效，同时兼具理疗功能。5.弹力美康裤系列产品：运
用赛远专利的洁肤纤维生产的时尚产品。6.车载颈椎
按摩枕：采用生态磁疗功能与远红外、负离子功能相
结合的汽车用颈椎按摩枕。

健康理疗产品：1．直饮水机：以健康饮水的理
念，开发的普及饮水产品。2．双温双控理疗垫：采
用双温双控设计，将生态磁疗、负离子远红外及温热
理疗有效的结合在一起。3．生态磁养生床垫：采用
天然乳胶材料，具有抑止病菌以及螨虫的滋生、无静
电、透气性能好、回弹力好，及矫正不良的睡姿习
惯，长久保洁的作用。同时将生态磁疗与远红外负离
子技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是一款高端生态健康睡眠
床垫。

以上这些产品是近两年来公司技术中心研制开发
的部分已经推向市场的新产品，凝聚着赛远研发人员
的努力，也展示着企业不断的科技创新发展。多年以
来，企业技术创新工作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增强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技术升级做文章，在做精做优做强主业发展中
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把握主动，坚持以效益为中心，努
力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实现赛远公司创新发
展、持续发展。今后，赛远公司将越加尽心竭力，以
更为严谨的科学态度，始终秉承着诚信为本，科技为
先的精神，努力为向消费者提供调养身心、品质优
良、注重环保的生态产品，持续不断推动具有生活品
位及文化素养的生态健康生活方式，打造赛远的系列
健康文化。

（利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