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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一步闯出新天地
唐爱平

短短几年， 中联重科已经在农业机械领域做得风
生水起。 进军农业机械，是中联重科发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战略之举。

从2002年起，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可谓狂飙猛进，一路
高歌，进入发展的“黄金十年”。 特别是2008年以后，工程
机械行业更是进入了集体的“狂欢”。 面对繁荣的诱惑，中
联重科始终保持了一种危机意识， 以全局视野冷静心态
来思考未来的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因为有了危机意识， 中联重科在行业一路高
歌之时，已开始了“去工程机械化”的艰难转型。 企业向
装备制造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向环境产业、农业机械等
领域拓展，并加快产业的国际化布局。

事实证明，先行一步，就会有所收获。 当工程机械
市场低迷、产销持续下滑之时，中联重科的环境产业和
农业机械正茁壮成长， 两大板块在公司营收中的占比
已达45%。 同时，搭乘“一带一路”政策东风，中联重科的
海外市场也稳步发展。

当然，无论是转型升级还是“走出去”，企业要形成
持续而又强大的竞争力， 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加大对新产品、新技
术的研发，努力实现智能化制造及产品的智能化。 只有
这样，企业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

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张尚武

春耕大忙，在全省首家农机“4S店”———
湘兴农机公司，“耕王” 拖拉机十分抢手，今
春已卖出60多台。

长沙县永吉种植专业合作社去年购买
一台“耕王” 拖拉机， 今年又打算添置两
台。 合作社负责人张文武告诉记者， “耕
王” 每台售价接近10万元， 虽然贵了点，
但性能好， 每天轻松作业30亩， 一年能回
本。

省农机专家介绍， 中联重科开发的新
一代“耕王” 拖拉机、 “谷王” 收割机，
代表了国内农机的顶尖水平， 在性能上直
逼日本名牌“久保田”。

中国南方水田作业机械中， 高端产品
大多数来自日本技术。 近几年， 中联重科
立足转型， 迅速切入农机板块， 直追全球
领先水田机械“久保田”， 迈开了“去工
程机械化” 之路。

4月中旬， 记者走进中联重科， 探究
其农机板块崛起的奥秘。

资本并购， 跻身现代农机产业
2008年“4万亿计划” 出台后， 工程

机械发展如日中天。
中联重科副总裁孙昌军称， 中联重科

当时全球排名第六。 面对全行业的狂欢，
公司高层敏锐感知产能过剩的风险， 开始
酝酿进军农机领域。

在2012年底公司股东大会上， 中联
重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詹纯新提出， 公
司在做好现有龙头产品的同时， 进军环境
产业和农业机械领域， 实现“多条腿走
路”。

此后不久， 工程机械产能过剩显露无
遗， 市场一路萎缩。 从工程机械转型， 中
联重科主动取舍， 农机成为其重点进入的
新兴板块。

2013年6月， 中联重科正式组建农机
事业部。 同时， 在美国威斯康辛成立农机
研究所。 2013年底， 中联重科与重庆璧
山县签订了建设项目协议， 将其首个农机
产业园落户璧山工业园。

2014年8月， 中联重科联合弘毅投
资， 以接近28亿元的价格， 并购中国农机
领域标杆企业奇瑞重工。 当时的奇瑞重
工， 在国内农机装备制造企业中， 以品种
齐全著称， 已实现水稻的耕、 种、 管、

收、 烘干等全系列农机产品研发。 此次并
购， 标志着中联重科拓展农机战略全面启
动。

至此， 中联重科这个工程机械产业的
“顶梁柱” 之一， 终于跻身中国现代农机
产业。

定位高端，
做农机制造“领头羊”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机消费国。 过去
10年， 中国农机市场保持每年两位数增
长， 预计2018年将突破5000亿元。

巨大的市场蛋糕， 催生了国内农机企
业加速成长， 也吸引了国外农机巨头前来
抢滩。 包括美国“约翰迪尔”、 日本“久
保田” 在内的全球十大农机企业， 目前已
全部在华“扎根”， 占据国内农机高端产
品70%的市场份额。

“中联重科一进入农机领域， 就瞄准
高端产品， 与世界级农机巨头争市场。”
中联重科农机集团副总裁李江涛告诉记
者。

走集成创新之路， 公司把多年来在工
程机械领域积淀的研发设计、 制造工艺、
品质管控等经验， 融入到农机产品的制造
过程中，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公司还利用
自身优势， 加快整合全球资源。 目前， 公
司在发动机、 变速箱、 液压系统等零部件
研发领域， 与采埃孚、 道依茨、 博世力士
乐、 卡拉罗等全球顶级农机零部件供应商
深度合作。

2014年， 中联重科派出十几名工程
师常驻北美， 与中联北美研发部一起深度
协同， 开发ZL2104大马力拖拉机， 该机
为“耕王” 系列顶级产品。 该机发动机功
率达210马力， APS自动换挡、 差速锁、
4轮驱动、 离合器开关等功能操作通过电
脑自动控制， 田间工作可实现自动巡航与
无人驾驶。

大马力发动机是农业机械的“心脏”。
中联重科研发大马力发动机， 为“耕王”、

“谷王” 等主力机型装配强劲的“心脏”，
产品性能迅速实现赶超世界一流的目标。

2015年11月8日， 在德国汉诺威国际
农业机械展览会上， 中联重科发布了与世
界标准同步的多款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新
产品， 引起欧美业界的关注。

“预计不久， 公司将迎来国外订单。”
李江涛称， 这些新产品， 由海内外研发团

队联袂打造， 整合全球顶级零部件供应商
资源， 其关键技术向世界一流水平看齐，
性价比甚至高于欧美日的产品。

深耕田野，
让农机装备长 “智慧”

短短几年， 中联重科已跻身中国农机
装备制造“前三甲”。 去年， 公司农机产
品实现销售额32.95亿元。

《中国制造2025》规划，推进粮、棉、
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全程机械化生产，中国
未来将加快发展大型拖拉机及其复式作业
机具、 大型高效联合收割机等高端农机装
备。 目前， 中联重科已针对国内主要农作
物，布局全程机械化。公司的产品线已能够
满足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等作物的耕整、
播种、植保、收获、秸秆处理、烘干等全程机
械化作业。

未来10年， “智慧农业” 将成为发
展潮流。 李江涛告诉记者， 中联重科将致

力于农机与农艺融合， 让农机装备长“智
慧”。 公司明确“智慧农业” 整体解决方
案， 包括计划、 播种、 施肥、 保护、 监
测、 收获等主要环节， 利用地理信息技术
完成土壤、 温度、 肥力等相关农业数据采
集并建立基础数据库， 支持数据分析与系
统决策， 通过软件实现更为科学的农业生
产规划与资源分配， 面积测量、 评估产
量、 生成产量分析图等数据， 可为下一季
的种植生产计划提供决策支持。

眼下， 中联重科正在安徽芜湖创建
3000亩示范农场， 积极探索土地集约化
背景下的农机农艺融合新模式， 为我国大
型现代化农场发展探索新模式。

湖南将实施
“厚植供给优势行动”

前不久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湖南省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实施意见》提出，湖南将实施“厚植供给优势行
动”，力争到2020年建成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强前沿技术和应用基础
研究，在高端装备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工程、突破一批
关键技术。 推进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工
程机械、轨道交通等国家级创新中心。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加快实施制造强省五年行
动计划，加强核心基础零部件等研发与应用，扩展和提
升轨道交通、海工装备等10大重点产业链条，推进制造
过程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促进装备制造与服务协
同发展。 支持有条件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向具备系统
总集成、设备总成套、工程总承包能力的提供商转型。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支持建设高端轨道交
通装备、智能成套装备等新兴产业创新中心，形成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引领产业升级的特色新兴
产业集群。

做精做强传统优势产业。 瞄准国内外同行业标杆，
推动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努力实现现代技
术核心化、特色产品品牌化、加工制造精细化、优势产
业规模化，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

“耕王”直追“久保田”
———中联重科“去工程机械化”之路

■启示

■链接

� � � � 2014年12月26日， 中联重科小麦机生产线。 通讯员 摄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吴勇兵）4月17日凌晨3时20分，随
着最后一名选手安全抵达张家界市武陵
源区溪布老街，我省首届“雷克斯”杯法国
PBP骑行选拔赛落幕，经过长达10多个小
时的紧张角逐，张家界选手秦安洲、怀化
选手陆露分获男子组、女子组冠军。

赛事承办方介绍， 今年ROCN (法国

PBP在中国唯一授权的官方组织)将在中
国举办第一届法国PBP1200公里不间断
骑行挑战赛。 此次比赛是ROCN授权举办
的一次300公里车手资格认证选拔赛，也
是我省首次引进的一次国际品牌高规格
自行车赛事，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起点为
长沙市望城区，终点为张家界核心景区武
陵源，赛程300公里，共有500余名自行车

手参加，最大的66岁，最小的仅13岁。
比赛从16日早上6时20分开始， 沿途

风雨交加， 进入常德境内后天气才放晴。
一路上，选手们克服天气变化和复杂的路
况，你追我赶，互相鼓劲，最终有358人完
成全程骑行。 17日上午，选手们还参加了
“让娃娃鱼回家” 保护生态环境宣传公益
活动。

风雨兼程300公里
湖南举办法国PBP骑行选拔赛， 赛程自长沙至张家界

� � � �图为比赛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
讯员 涂洋 万尚真）最近，省国税局召开全
系统视频学习会， 邀请地税部门行业管理
专家和即将推行营改增试点的行业协会专
家，传授营改增试点行业税收管理经验。

营改增工作即将于5月1日全面推行，
时间紧、任务重、业务要求高。 为练好“基本
功”，该局采取集中培训、以会代训及视频
培训等多种形式， 充分发挥各级国税系统
内部师资力量， 将营改增政策及操作流程
传达、 培训到每位国税干部。 邀请大学教
授、地税部门行业管理专家、试点行业协会
专家、 征管系统操作专家等专业人士前来
授课， 切实提高广大国税干部的政策水平
和操作能力， 让每位国税干部都成为营改
增政策辅导的“桥头堡”。

除内部培训外， 全省国税系统还充分利
用纳税人学校、 国税门户网站营改增专栏、
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和税收知识库以及税企
QQ群等多种渠道，加大对纳税人的培训辅导
力度， 帮助纳税人了解掌握相关政策和办税
流程，及时告知、提醒纳税人办理涉税相关事
项，确保广大试点纳税人懂政策、会开票、能
申报，人人都做营改增的“明白人”。

练好基本功
服务营改增

� � � � (� 上接1版)
� � � �目前，邵阳市城管局已与辖区各有关单
位、商铺签订共建、共管协议103份，签订“门
前三包”责任书1.5万份，建成由城管执法队
员、保洁员和共建、共管单位保安等组成的
管理小分队68支，城管示范路上各商户自觉
履责率达到90%以上。

继获得“省园林城市”、“省文明城市”等
荣誉，邵阳市“全国卫生城市”创建工作也通
过了省检。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迈入“黄金
期”，已连续两年获得全省全面小康建设“经
济发展奖”。

� � � � 湖南日报4月 17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邓姝琳 ) 16日， 涟源市湘
剧保护传承中心大剧场充满欢声笑语，

大型原创木偶剧 《留守大山的孩子》
在此上演， 拉开了该剧全省巡演的序
幕。 据悉， 该剧今年将在各市州巡演

60场。 《留守大山的孩子》 是一部反
映留守儿童学习、 生活和他们面对困
境时自强不息的现实主义题材木偶剧。
由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创排， 是国内首部原创现实主义题材
木偶剧。

洪江区和武陵源区
今年将率先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朱媛)
我省把脱贫的标准锁定在“两不愁、三保障”上，今年内
洪江区、武陵源区将率先脱贫摘帽。 这是记者从近日在
长沙举行的全省扶贫办主任培训班获得的消息。

如何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
说，要把工作目标锁定在“三个确保”上，即：确保贫困县全
部摘帽、确保贫困村全部退出、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按照中央精准扶贫考核要求， 实现现有标准下的贫困县
全部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硬杠杠”“硬任务”，完
不成任务就要追责。 要把脱贫的标准锁定在“两不愁、三
保障”上。中央把“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作为脱贫攻坚的首要
目标。 判断贫困人口是否脱贫，既要看收入水平是否达到
国家脱贫标准，更要看“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是否实现。在
帮扶过程中，要对标“两不愁、三保障”，看哪方面愁、哪方
面没有保障，就着力解决哪方面的问题。 要把方法路径锁
定在“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上。我省提出了发展特色产业
增收脱贫、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结合
生态保护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开展医疗保险和救助
脱贫、实行保障兜底脱贫等7大行动，重点是要结合当地
实际贯彻到位，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木偶剧《留守大山的孩子》全省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