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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牌汽车 正疾驰！

10 月 11 日，世界 500 强企业德国大陆集团
与长沙市人民政府举行全面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仪式上， 德国大陆集团将与长沙市人民政府、湘
江新区管委会、长沙经开区管委会三方签约。 大
陆集团入湘，让世界 500 强企业在长沙经开区投
资的企业增至 35 家， 其中半数以上属于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企业。
去年，作为长沙汽车产业重点区域的长沙经
开区，汽车产业产值突破千亿。 今年，在大陆集团
签约之后， 广汽三菱全新车型奕歌即
将正式上市， 广汽三菱发动机工
厂也将同步投产，11 月京东
无人车智配中心也将与世人
见面……
汽车产业是振兴实
体经济和推动长沙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作为智能制造的集大
成者， 长沙汽车产业
正疾驰在新的产业赛
道。

加 油 ！ 智能制造蓄动力

广汽三菱
发动机工厂。
蒋炼 摄

保 养 ！ 补强链条稳底盘

上汽大众长沙
工厂。 蒋炼 摄

广汽菲克
由 18 台 机 器
人柔性结合的
集成焊接工
位， 是焊装车
间的关键核心
工序。

的设置。
发动机是汽车的核心零部件， 一般零
部件汽车生产企业难以生产发动机， 因为
发动机的制造需要极其精密。 而没有发动
机的配套， 零部件配套的本地化就失去了
牵引。
在过去， 总部位于长沙经开区的广汽
三菱需要从国外运来发动机，今年下半年，
这一情况将得到改变。
2017 年 3 月，广汽三菱发动机及整车
技改项目开工建设， 技改项目建设内容包
含发动机厂房、配套物流、办公区及新能源
生产车间综合区。 项目将三菱汽车全球最
先进的发动机同步引进到广汽三菱， 进一
步完善了广汽三菱的产业链。
项目一期总建筑面积约 3.8 万平 方

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园景。

郑 骏 摄

驰 骋 ！ 创新研发赢未来

广汽三菱发
动机工厂生产线
上工人正在作业。
刘晓东 摄

从跟随式创新向源
头创新、 引领式创新跃
升，长沙鼓励企业加大核
心技术攻关，培育了一批
研发与产业化一体推进的
企业。
今年 3 月，博世汽车部件
（长沙） 有限公司又与长沙经开
区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 博世首家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项目将落户园区，
并正式启动建设。
什么是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 用博
世汽车部件（长沙）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彦的
话来说就是：为汽车电池装上一台“
空调”。
魏彦介绍，目前，电动汽车最大的技术
瓶颈之一在于整车的冬、夏季续航里程。这
一方面取决于电池容量， 另一方面与整车
的热管理系统技术也息息相关。 因为在不
同的季节里，电动车内的电池、电机以及电
控等核心部件需要相应地冷却或是加热，
来维持它们耐久的使用周期以及卓越的性
能，这需要消耗电池电能。 同时，为保持乘
客舱的舒适度， 空调夏季制冷以及冬季制
热更需要消耗额外的电池能量， 在极端低
温情况下， 甚至会降低电动车高达一半的
续航里程，对于出行造成很大的障碍。

作为电动汽车热管理领域领先的供
应商，博世在该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能力
和独到的优势。 因此，博世于 2016 年成立
了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重点项目小组，依托
全球的技术与创新平台进行核心技术研
发。
博世依靠配备热泵系统以及余热回收
技术的整车热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电动车
的续航里程得以在不牺牲乘客舱舒适度的
前提下，实现大幅提升。
接下来的一步， 便是把实验室产品变
为量产的商品。“
选择落户长沙经开区是博
世与这块土地的深厚渊源，同时，园区汽车
产业的蓬勃发展， 也为这一新产品提供了
广阔的市场。 ”魏彦说。
此外， 汽车产业未来另一个发展方
向——
—基于汽车的智能网联生态， 长沙也
在发力！
继北京、上海之后，长沙成为第三个启
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的城市， 并在全
国率先出台了 《长沙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
测试管理规范（试行）》。 6 月 12 日，长沙智
能系统测试区正式开园并发布了 《湖南湘
江新区加快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征求意见稿)》。
在长沙经开区， 京东无人车也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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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要跑得快，底盘得稳健。 长沙汽车产业要走
得长远，也要精心地培育呵护产业链。
今年以来，长沙汽车产业链按照打造新兴优势产
业链的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全产业链思维，持续建链、
补链、延链、强链，汽车产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据长沙市汽车产业链推进工作办公室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长沙经开区整车厂商云集，阵容
强大。 但在汽车产业链中，部分零部件制
造环节才是附加值最高之处。大陆集团
一直深耕创新技术开发和现代服务发
展领域，致力于为车辆、机械设备、交
通及运输领域提供安全、 高效、智
能、可持续性的互联驾乘和运输解
决方案。 它的到来，补足了汽车产
业链的薄弱环节。
据长沙市汽车产业链推进工作
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合作分为
三个部分，长沙市人民政府和德国大
陆集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开展智慧
城市创新示范共建合作， 助力把长沙建
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区域性智
慧城市、国家创新创意、智能制造中心城市。
湘江新区管委会和德国大陆集团签订合作备忘
录。 湘江新区依托智能系统测试区、湘江智谷·人工
智能科技城、湘江新区产业引导基金、湘江人工智能
学院等资源，与大陆集团开展技术示范、市场宣传、产
业基金、创业孵化、政产学协同等合作。
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和德国大陆集团的合作分两
块。 一是大陆集团将在长沙经开区投资建设中央电
子工厂项目， 这也将成为该公司在中国区设立的第
28 个实业投资项目。 二是与长沙经开区、长沙县开展
智慧城市、智能出行示范共建项目。 大陆集团基于其
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及出行服务三大技术领域的国
际领先优势，促进核心技术在中国首先落地，推动中
国区成为大陆集团全球创新示范地区。
除了大陆集团，长沙今年注重产业链招商，积极
引进核心零部件和新能源项目，提高本地配套率。
据不完全统计，1-8 月， 全市汽车产业链
新签约引进项目 26 个。 6 月以来，长沙相继
迎来京东无人车总部，华域视觉汽车智能
车灯，桑德集团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园，
广汽三菱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世冠汽车
总部、研发及生产基地等项目。
在长沙，一大批汽车产业链重大
项目顺利推进建设。 广汽三菱发动机
及整车技改项目已完成发动机装配车
间设备安装并开始试生产， 下半年迎来
量产； 中信戴卡二期 300 万支轮毂项目
及研发中心、实验中心即将投产，主营 200
万支个性化轮毂和模具的戴湘项目已开工
建设；8 月 7 日签约的世冠汽车项目计划于 12
月初举行动工仪式，正式全面启动建设。
1-7 月， 长沙全市汽车及零
部件制造产业实现产值约为
737.9 亿元，同比增长约
17.3%。 其中，一些重点
企业实现稳中有进发
展， 上汽大众柯迪亚克
产量翻倍； 比亚迪长沙
公司的电动大巴、 节能
与新能源乘用车、 电动
卡车及专用车三大生产
基地先后建成投产；广
汽三菱欧蓝德逆市畅
销。

要建设汽车产业链， 智能制造是关键
之举。 作为全省最大的汽车产业园区，长沙
经开区坚持以智能制造为统领， 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 它立足园区装备制造集聚优势，
“
率先打造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率先
提出
建设 5000 亿国家级园区”的发展新定位，
形成了三一集团、广汽三菱、众泰汽车等
智能制造创新示范。 在汽车产业方
面， 以博世工业 4.0 项目为重点示
范，上汽大众、广汽菲克、广汽三菱
等企业的智能制造水平全国领
先——
—
在博世长沙工业 4.0 生产
线， 整条生产线仅用两名工
人 ，7.5 秒 就 能 下 线 一 件 产
品；在上汽大众长沙工厂的车
身车间， 超过 700 台机器人在
这里演奏出飞快的生产节拍，自
动化率已达到 86%；广汽菲克 89
秒下线一台新车……一大批汽车
企业标杆， 全面带动园区汽车工业
智能制造水平的提高。
然而，立志打造“智能制造第一区”的
长沙经开区还在不断前进。
7 月， 中国信通院湖南办事处在长沙
经开区正式成立，目前正在着手编制《长沙
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智能制造项目实
施指南》，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 中国
信通院两化融合所智能制造研究部工程师
娄照辉介绍， 最近在一家汽车配件供应商
的厂房， 通信院就为其工程类物流做了智
能制造改造的方案。
企业的新项目也把智能制造作为基础

京东无人 车
总部在长沙 发 布
的配送机器人。
刘晓东 摄

米，主要用于发动机装配及缸体、缸盖精加
工、零部件物流仓库、研发大楼、办公楼及
附属设施， 通过一条模块化装配线和自动
化机加线， 实现多机型混线生产， 可年产
20 万台发动机。 发动机工厂将引进生产三
菱 4J1 系列 2.0L 和 2.4L 自然吸气发动机
等最先进的三菱发动机。
而实现发动机的本地生产， 智能制造
无疑不可缺少。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发
动机工厂厂长萧钜涛介绍， 发动机工厂生
产车间面积 1.4 万平方米， 其中机加工车
间和装配车间各 7000 平方米， 共安装 40
台机器人，需生产工人 200 多名。“其中机
加工车间主要对缸盖、缸体等进行精加工，
能实现 100%自动化；装配车间自动化水平
达 50%。 ”萧钜涛说，量产后，工厂平均每
80 秒就会有一台发动机下线，一天总共可
以生产发动机 800 台。
目前，发动机车间已改造完毕，装配线
设备已经开始试生产， 将配合新车型——
—
奕歌的上市，进行同步量产。

生
产
线
。

自己的探索。
“新能源技术是平台，无人驾驶则是智
能驾驶终极形态。”长沙行深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首席运营官李睿这样说。 目前该公司
正在与京东开展全面合作， 研究全新的京
东无人车产品。
这台无人车从外形上看， 有着京东的
招牌 LOGO， 有些像现在大街小巷随处可
见的京东送货三轮车。 但这个有着 4 个轮
子的无人车行驶起来感觉更加稳当， 当有
障碍物出现在该车的前方， 就会自动停止
行驶。
李睿介绍， 目前的无人车产品算是试
验产品，已经有 6 台在试运行。该车续航里
程为 40 公里，载重为 60 公斤，运行时速
为 10 公里 / 小时。而在京东无人车项目正
式开工生产后， 无人车的整体造型将更偏
近于常见的小车。
据了解， 落户于长沙经开区的京东无
人车总部项目是京东集团对于未来的全新
探索，项目预计 3 年内总投资 20 亿元，将
建设“京东军民融合(长沙)研究院”及“京东
无人车(长沙)产品开发中心”以实现智能无
人车研发、测试、人员培训以及数据中心管
理等职能。此后，二期计划建设智能制造产
业基地，用于智能机器人、智能装备和智能
运载工具的生产制造，引进智能机器人、智
能装备和智能运载工具产业及其上下游产
业。
此前，据京东集团副总裁、X 事业部总
裁肖军介绍， 总部项目主要致力于三大产
品的研发生产：一是物流机器人，二是无人
机，三是无人车。“我们的无人车一开始主
要致力于物流配送， 但未来会衍生到其他
行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巡检、消防等。 我
们会依托长沙的人才等资源优势， 拓展在
其他行业上的应用。 ”
长沙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包括京
东无人车在内，今年以来，园区共引进投资
额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39 个，其中投资过
10 亿元项目 9 个。 随着这些项目的落地，
园区汽车产业链将不断优化升级， 汽车产
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风口之上， 一股造车新势力正在长沙
强力崛起！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长沙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