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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领先微能量采集技术切入物联网，自发电无线开关等获市场认可

武汉领普科技成日本奥运场馆设备供应商

长江日报记者陈卫东

机器人没做成 转型微能量采集做成“全国第一”

领普科技核心创业团队主要来自华中
科技大学，公司 COO 杨亚北，华科大微电
子硕士毕业；CTO 程小科硕士毕业于华科
大自控系，在校期间多次参加电子设计比赛
并获奖、曾在 Intel 上海研究院工作。公司
CEO 覃珩，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2003 年
创业至今，创办过多家科技型公司，拥有丰
富的运营管理经验。
谈起公司创建初期的经历，CEO 覃珩
仍然激情满满。2003 年，覃珩从邮科院离职
创业，成立通信设备公司，到 2007 年，他赚
到了人生第一个 1000 万，他决定重拾大学
—进军芯片行业。但是，芯片创
时的梦想——
业并非他想的那样简单，当他慕名找到华科
大应教授请求技术支持时，应教授提醒他芯
片研发投入巨大，以他当时的实力，不足以
撑起这样的项目。覃珩的芯片梦就这样破灭
领普科技CEO覃珩

农发行省分行
国际业务创新高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吴和平 夏旻 记者周
）截至 6月末，农发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完
成国际业务量 3862 万美元，同比增长 36%；实
现国际业务收益同比增长 97%，达到历史最高
水平。
据介绍，该营业部建立客户服务群，对进口
类客户及时提供外管政策咨询、清算资金查询、
国外查询查复、单证缮制咨询、融资办理咨询等
服务；对出口类客户主动提供单证业务预审电
子文档服务，减少客户改单、换单麻烦。
长江日报记者获悉，该营业部优化并缩短
贸易融资流程，在已审批的贸易融资额度范围
内具体用信，从调查、审查、审批到信用证的开
出、反馈客户实现了一天半时间内全部完成。
恋芹

农行武汉汉阳支行
金穗开展助学活动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戴 俊 刘 婧）7月 7日
清晨，农行武汉汉阳支行 163名员工赴红安县
熊河小学，为该行“大行德广 爱满熊河”金穗助
学活动拉开序幕。
本次“大行德广 爱满熊河”活动是汉阳农
行 2018年爱心助学活动的第三站。该行开展的
“金穗圆梦”和“金穗校园行”两项大型活动，总
计捐赠助学金 27700元，为超过 15000位在校
大学生送上金融服务与校园金融安全教育，获
得了行内外的一致好评。

光大银行“2018年全球银行
1000强”排名再提升 10位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 王 丽）7月 2 日，英国
《银行家》杂志（The Banker)发布了“2018 年全
球银行 1000 强”榜单，光大银行以 465.5 亿美
元的一级资本排名第 39 位，较上年度大幅提升
10 个位次。
英国《银行家》杂志是隶属于英国《金融时
报》报业集团的权威性金融杂志。其每年公布的
“全球银行 1000强”排行榜，对不同国家和地区
银行的资本实力、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和经营效
率等方面进行评估，是目前国际最主流、最权威
的全球银行业排名之一，具有较高的专业性与
公信力。
据悉，截至 2018 年一季度末，光大银行实
现营业收入 253.44 亿元，同比增长 7.13%；拨备
前营业利润 180.39 亿元，同比增长 6.55%；净利
润 90.71 亿元，同比增长 5.49%，收入和利润实
现较快增长。

品应用很少，国内市场根本见不到其产品，
而领普科技技术团队具备这一技术的开发
能力。
“当时根本没想到物联网，但我们认准
了一点，不管是互联网时代，或者移动互联
网时代，还是物联网时代，但凡是能显著提
升生产效率的产品和服务，都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覃珩说，三位联合创始人都认为微能
量采集类产品能提升生产效率，“ 虽然这个
项目在当时也存在不确定性，但对于创业者
来说，创业就是将这种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
的过程”。
2012 年，该公司研发出一种无需电池且
能发送无线信号的模块，随后成功开发出自
发电无线开关、无源门铃、自发电温度监测器
等创新产品，成为全国第一家、全球第二家将
这种技术应用到智能家居领域的企业。

创新技术获众多大企业青睐 产品远销海外

作为光谷瞪羚企业，领普科技创造了
项行业第一，目前，该公司已开发出智能
家居系统产品、无源传感器以及底层通信协
议，并自建能量采集模块生产工厂。
公司拥有专利 41 项，正在申请专利的
有 17 项，构建核心知识产权保护，所申请的
专利全部为能量采集装置的核心技术，如跷
跷板式单 /双线圈磁发电装置 （动能发电
机）、自发电无线开关控制装置、永磁发电装
置等。
领普科技产品微能量采集来源包括动
能、温差能、电磁波（可见光）、太阳能等，可
替代电池，为传感器、通讯模块、MCU 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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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 2018 创业武汉星光
大道物联网创业专场中，来自全国
的 9 个物联网创业团队参赛，武
汉领普科技有限公司脱颖而出，一
举夺魁。上周，该公司再传捷报：日
本 2020 年 奥 运 会 场 馆 向 其 批 量
采购的自 发 电 无 线 开 关 已 批 量 供
货。
作为全国首家、全球第二家成
功将微能 量 采 集 技 术 运 用 到 智 能
家居及物联网传感器的高新企业，
领普科技可谓风头正劲，频频得到
华润、正泰、海尔等 大 型 企 业 的 垂
青，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等领
域。6 月 28 日，长江日报记者慕名
走进该公司，探访这一创新创业团
队的成长之路。

了。
幸运的是，应教授给覃珩推荐了其学生
杨亚北和自控系程小科等联合开发的机器
人创业项目。覃珩深入了解后，发现这个创
业团队核心成员十分优秀，遂决定以投资人
的身份资助他们。2009 年，覃珩正式加入该
创业团队，并成立领普科技有限公司，覃珩
也从投资人变成公司 CEO，再次注入资金，
助力公司加快研发步伐。
从 2009 年至 2012 年，公司一直在做机
器人项目，“然而当时由于多方面的局限，做
这个太难了”。经过近 4 年的摸索，他们发现
—微
此路不通。杨亚北提出一个转型方向——
能量采集项目，公司迅速对这一项目可行性
进行调研。
覃珩介绍，经过调查发现，当时全球仅
德国一家企业在做微能量收集研发，但其产
供能量，产品安装使用无需布线、无需电池，
维护简单，具有安全、绿色等优势。
相对普通开关安装包括施工、线材、开
关等，自发电无线开关线材管材可节省成本
20%，总成本节省 10% ，一万平方米空间，施
工时间可缩短两周。
因优势较为明显，领普自发电开关等产
品获到众多大型公司的认可，产品广泛应用
于华润置地、大汉隆成、长江存储、江西机场
等的建设项目中，与美的、海尔、公牛、富士
康等也已达成合作意向。
不仅在国内畅销，领普产品还成功迈出
国门，进入海外市场。世界领先家居设备生

产商骊住集团是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家居设
备的供货商，为了满足东京奥运会绿色环
保、智能科技的需求，该公司在全球寻找场
馆智能家居设备无源无线控制器供应商。
2016 年 10 月，骊住通过一家合作伙伴找到
拥有相关技术和产品的领普科技，双方经过
十几轮沟通，于 2016 年底确定合作方案和
技术细节。2017 年底，领普生产出满足对方
高标准的技术、工艺、质量要求的产品，骊住
公司非常满意，双方正式签订采购协议，同
时采购的还包括领普生产的智能马桶套装。
前不久，此项合作已开始大批量供货。

获 2000万元风投 未来将打造物联网底层平台公司

近三年，领普科技经营业绩实现高速增
长，2016 年销售收入 1299 万元，2017 年销
售收入 2100 万、利润 200 万，2018 年预计销
售收入 5000 万、利润 750 万元。公司先后获
得 360、光谷人才基金、零度资本等 2000 多
万元风险投资。
2018 年，该公司将逐步实现与 ZigBee、
BLE、Wifi、LPWAN 等充分结合定义基于无

源模块底层通讯协议，与华为 OpenLife\ 腾
讯智家体系、海尔 U-Home 等平台结合形
成无源无线能量采集产业生态圈。
下一步，该公司还将引进高端研发人
才，进行门铃 G1S、遥控插座、机械能门磁、
薄膜发电等新产品开发，进行自动化产线改
造，扩大产能。目前，公司产能 10 万套/月，
未来逐步将产能提升至 100 万套/月，同时

完成线下经销商全国布局及线上海外电商
销售。
在芯片领域，领普也展开布局，已参股
芯片设计公司，力争在 2019 年设计制造出
领普超低功耗安全集成芯片。公司的未来目
标是立足智能家居、智能建筑、物联网传感
三大领域，成为物联网底层平台公司。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陈迪喜 记者程思
）日前，兴业银行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在优势互补、资源
整合、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全
方位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此次协议，兴业银行将为浙江吉利
控股集团提供资金 400亿元，以汽车产业链
为基础，在授信、结算、理财、现金管理、投资
银行、个人金融等领域提供一体化、一站式
金融服务。此外，双方还将在智慧交通、普惠
金融等领域展开合作。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是一家集汽车整车、

动力总成和关键零部件设计、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于一体，并涵盖出行服务、科技服
务、金融服务、教育体育文旅等在内的全球
集团公司，资产总值超过 2700亿元，员工总
数超过 10万人，连续七年进入世界 500强。
旗下拥有吉利汽车、领克汽车、沃尔沃汽车、
Polestar、宝腾汽车等品牌。吉利控股集团还
是沃尔沃集团第一大持股股东，其管理的吉
利集团有限公司是戴姆勒股份公司第一大
股东。
汽车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
产业，代表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同属

世界 500强公司，亦是位列全球银行第 26
名的兴业银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大
力推进汽车金融业务发展，着力提高金融
供给质量，于 2012年 9月成立汽车领域企
业金融业务的专业化经营机构——
—汽车金
融业务中心，目前已与多家汽车厂商、经销
商集团以及零部件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
截至 2018年 5月末，该行汽车金融客户
7231户，各类融资余额 1664.44亿元，积极
推动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
展，满足消费者对汽车服务日益增长的消
费需求。

中行实现武汉关区首批电子汇总征税保函投产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吴葵 记者周恋芹）
7月 9日，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成功办理了
武汉关区首笔电子汇总征税担保数据电子
传输业务，标志着湖北中行在与武汉海关合
力推进通关便利化方面取得新突破。
6月 27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启动汇
总征税担保数据电子传输业务的公告》（第

70号公告），公告表示自 2018年 7月 1日
起启动汇总征税担保数据电子传输，中国银
行位列第一批参与的担保机构。
据悉，汇总征税保函是“先放行后征税、
汇总集中缴税”，企业在担保期内，可以多地
备案多处通关，循环享受担保额度。电子汇
总征税保函是电子化和无纸化的汇总征税

保函，通过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海关之间系
统直连互通，进行担保数据信息电子化传
输，进一步提高企业的通关速度。
湖北中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通过
电子汇总征税保函等在线保函业务新模式，
持续助力湖北进出口企业享受通关便利化
政策红利，帮助企业节省成本。

境外近 4000所学校可用银联卡缴学费

长江日报讯（记者 程 思 思 杨 莉）教育
部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留学人数首次突
破 60 万大关，达 60.84 万人，继续成为世界
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目前，境外可通过银
联卡缴纳学费的学校已增至近 4000 所，今
年 1-5 月银联卡留学缴费交易金额同比增
长 2.5 倍。
教育缴费已成为银联卡跨境网上支付
服务的特色领域，具备到账快、以人民币扣
款、安全等优势。除 Flywire、Western Union

两大留学缴费平台外，易思汇、iEduPay、加
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学费缴纳网等
多个在线教育缴费平台也陆续受理银联
卡。
学生和家长也可在境外学校 POS 终端
现场付学费。澳洲超过 1100 家学校，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等近 80 所学校，欧洲英、法、
意等逾百所各类学校均支持银联卡线下刷
卡支付学费。留学家庭还可登录美国 700 多
所学校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数十所高校的官

网，直接使用银联卡在线支付学费。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远东联邦大
学、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等数十所学校均
已支持银联卡支付学费及住宿费。2017 年，
哈萨克斯坦银联卡留学缴费金额同比增长
了数十倍。
银联卡受理网络已延伸至 169 个国家
和地区，留学生只要下载“云闪付”APP，就
可在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境外 26 个国家和
地区，获得与境内一致的移动支付体验。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律师送法进基层”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 陈 江 蔓）为进一步
加强全体干部员工的法律合规意识，打造
一支专业、合规、高效的金融队伍，促进信
贷业务健康发展，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律师
送法进基层”活动于日前走进■口支行，作
为全行法律法规风险培训系列活动的第一
站。
该行从当前法律实际环境出发，在一些
容易产生法律空白或灰色地带的业务边界

上，充分借鉴和分析案例的诉讼经验，在银
行业务风险信息的识别、控制和管理上，邀
请法律业界专家为一线员工作出深刻的解
读。“律师送法进基层”活动一方面从法律程
序的基础入手，对法律诉讼前期工作、诉讼
流程、法院执行异议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另一方面针对诉讼时效、民事行为能力、民
事执行等重要环节，从律师工作经验的角度
重点讲解。并针对金融机构诉讼的特点，在

工商银行

现金管理利器：
“添利宝”净值型理财，业
绩基准 4%，超额收益 100%归属客户；开放日
开放时间申购赎回实时确认，赎回资金 T+0
实时到账，满足客户流动性需求；签订自动服
务协议还可实现自动购买和赎回操作，客户
省时、省心。
结构性存款理财：该产品兼具存款属性
和投资功能，本金 100%安全，保证最低收益
基础上，收益与标的表现挂钩；产品种类丰
富，期限从 3个月到 1年期等，客户多重选择。
工商银行理财产品线丰富，总有一款满
足您的投资需求！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可信赖的银行！

农业银行

玩转固定理财：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
品系列之“安心·34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4.20%；“ 安心·90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4.60%。以上两款产品中低风险等级，5万元
起申购，工作日 17时前申购，次日起息，产品存
续期内不能赎回，持有相应期限后自动到期。
博取更高收益：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
品系列之“金钥匙·如意组合·90天”看涨（看
跌）白糖期货人民币理财产品，约定持有期限
90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3.00%—5.80%，每日
在售，每周二起息；“金钥匙·如意组合·181
天”看涨（看跌）黄金人民币理财产品，约定持
有期限 181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4.50%—
5.10%，每日在售，每周五起息。以上两款产品
中低风险等级，起点金额 5万元。
上述内容仅供参考，文中所有相关金融
产品信息具体请以《产品说明书》或《招募说
明书》为准。

浦发银行

短期理财来浦发，1 天超短期理财，近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4.16％-4.21％；步步高升理
财 1-62 天靠档计息，预期年化收益率 3.85％
-4.65％ ，持有时间越长收益越高，详询各网
点理财经理。
浦发银行新客专属理财，91-188 天预期
年化收益率 5.35％，另有 93-389 天理财业绩
比较基准 4.83%-5.03%，不要错过哦！
还在存定期吗?浦发银行发行“保证收益
型”汇理财计划，90 天-360 天，预期年化收
益率 4.4%-4.65%，要用钱还可以最高质押
90%,心动不如行动！
浦发银行大额存单，保本保息。20 万起，
三年期总收益 12.39%，五年期总收益 20.9%！
更有 100 万起三年期月月付息大额存单，年
利率 3.99%，每月可领 3325 元！详询浦发银
行各网点。

农业银行信用卡

兴业银行与吉利控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思

[ 风险提示 ]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被执行人无财产或少财产的处理、抵押权先
后抵押的法律效力、房地产分离执行等银行
信贷诉讼案件中常见的法律问题上，展开了
大量案例分析和讲解。
据悉，该行已积极征求基层在信贷工作
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在全
行开展“律师送法进基层”活动，将合规理
念、法律意识深深植根在每一名员工的心
中，为安全稳健营运提供法律保障。

周末欢乐购 通过 ApplePay使用农行
信用卡，周末支付享立减，更赠 5倍信用卡积分。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2018年 8月 19日
每周六、周日
活动对象：农行信用卡主卡（商务卡、准
贷记卡、附属卡除外）持卡人
活动内容：使用农行信用卡主卡绑定
ApplePay在大众点评、美团、京东、京东到
家、网易考拉、唯品会等指定线上商户 APP
交易，不仅享受满减优惠，还可获赠 5倍农行
信用卡积分！赠送积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线
上商户 APP优惠资讯详询银联客服 95516。

工商银行信用卡

爱购周末 工行 &奥莱，刷工行卡满 300
元立减 50元；群光广场，刷工行信用卡满
1000元立赠 100元购物券；麦德龙盘龙、汉
阳店，刷工行卡满 200元减 50元天天享；麦
德龙洪山、■口店，逢周末刷工行卡满 200元
立减 50元。
爱购全球 客户使用工行信用卡在境外
消费，可享受以下优惠：1、境外消费最高返现
21%；2、满 1000元可获 12%返现（即 120元，
先到先得，每人每月一次机会）；3、每6笔单笔满
300元交易再享随机一笔返现9%，不限名额。
爱购扫码 1、客户在海外 U武汉地区门
店使用工银 e生活、融 e联等工行 APP，绑定
工行卡进行扫码支付，单笔消费 20元，可享
受立减 1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2、客
户在良品铺子、至尊披萨、皇冠蛋糕武汉地区
门店使用工银 e生活、融 e联等工行 APP，绑
定工行卡进行扫码支付，单笔消费 50元，可
享受立减 2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3、
其他工行二维码商户随机最高立减 1000元，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加油星期一 1、每周一，持工银大武汉
OK 卡在中石油加油站刷卡为本人 IC 卡充
值，单笔满 1000 元立享 6.5%折扣优惠，名额
有限，先到先得。2、周二至周日刷大武汉 OK 卡
充值，最高可享 1.5%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浦发银行信用卡

1、浦发银行信用卡的客户可登录浦发银
行信用卡武汉微信公众号中的“礼券银行”平
台上进行美食、百货优惠券购买，即可享受低
至五折的优惠活动，如：
周一半价：汉拿山烤肉
周二半价：西贝莜面村
周三半价：小辉哥火锅
周日半价：比萨 *史密斯
还有各大商圈知名品牌商户如泰芒了、
拾味馆、赛百味五折，豪客来、鹿港小镇、工匠
面包 7折，汉堡王、哈根达斯 8折等，更有大
洋百货 8折优惠等你来享。详细活动商户可
登录官方微信进行查询。
2、屈臣氏、永旺超市低至 1折优惠，各大
商圈小浦闪用渠道办理的信用卡新户还可享
受 1元购屈臣氏、永旺超市、大洋百货（江汉
路）店 100元优惠券的专享福利。
详情可登录浦发银行信用卡武汉官方微
信进行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