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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刘永涛

世界工程中有哪些“中国力
量”？工程机械企业如何实现高质
量发展？ 提升产品竞争力的核心
动力是什么？

5月15日，长沙国际工程机
械展览会盛大开幕，1150家全
球知名工程机械企业闪亮登
场。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
伟鸿携《对话》栏目组也来到长
沙，邀请三一重工、柳工集团、
中铁装备、 铁建重工等工程机
械企业的多位风云人物， 一起
畅谈世界超级工程背后的“中
国力量”。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向文波：

技术创新是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

上世纪90年代末， 中国还
没有掌握泵车臂架的关键技
术，37米以上的长臂架泵车只
能依靠进口。 三一重工勇于创
新，自主研制出了37米泵车。关
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后， 三一
的泵车臂架长度不断增加，并
创造了多个世界最长臂架混凝
土泵车世界纪录。

现在，三一拥有了世界最长
的86米钢制臂架泵车。可以说，
中国高度的每一次突破， 都有
三一泵迸发的力量。 也正是因
为不断创新， 助推三一发展成
为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
商。

有两起举世瞩目的国际事
件， 都有三一的身影。 一件是
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爆
炸事故发生后， 日本向中国驻
日本大使馆和三一发函， 请求
支援一台62米混凝土泵车。三
一向日方免费提供了所需设备
和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另一件
是2010年10月的智利矿难救援
行动中， 三一生产的履带起重
机， 成为参与现场救援的唯一
一台中国设备。 在这两起国际
救援行动中， 不仅展示了我们
中国企业的人道主义精神 ，更
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工程机械的
实力。

长期以来，技术创新始终是
三一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让三
一从“追随者” 成长为“领先
者”。这几年，在数字化转型的
浪潮中，三一再立潮头，快速转
型，拥抱互联网，加速推行国际
化， 通过新技术助推传统产业
升级换代和新旧动能转换 ，实
现由“制造”迈向“智造”。

柳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光安：

全球化、 智能化推
动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

工程机械是中国制造业走向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本。

柳工大力推进“全面国际化、
全面解决方案、全面智能化”的企
业发展战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
加快产品更新换代、 加大海外市
场拓展等，推动企业向国际化、智
能化、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型。

作为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
业， 柳工是全球少数几家能够提
供行业全系列工程机械设备以及
全面解决方案的制造商， 完整的
19条产品线几乎覆盖工程机械
所有领域。本届展会上，柳工参展
面积达3350平方米，向观众展示
其全面解决方案战略实施的最新
成果， 还将工程机械设备在南极
极限工况下施工的震撼现场予以
再现， 让观众领略柳工“极限工
况，强悍设备”的品牌内涵。

工程机械行业的高质量发
展， 就是中国企业能广泛深入欧
美市场，与卡特彼勒、约翰迪尔等
巨头平起平坐， 解决他们突破不
了的挑战， 干成他们干不了的工
程项目。通过持续的全球化、智能
化， 在全球工程机械行业掌握话
语权， 是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

柳工近年来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重大项目建设，业务覆盖了50
多个国家，覆盖率达到85%。柳工
装载机、挖掘机、压路机、平地机等
产品同时在中国、印度、波兰和巴
西生产， 印度制造本地化程度近
50%，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客
户提供高效高质产品和服务。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谭顺辉：

践行 “三个转变”，
打造高端制造新名片

5年前的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郑州视察中铁装备盾构总装车间
时指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 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
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5年来， 中铁装备牢记总书记
嘱托，践行“三个转变”重要指示，
加大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的科研
攻关，已成长为掘进机行业领军企
业。目前，中铁装备生产的盾构硬
岩掘进机的市场占有率连续7年位
居亚洲第一， 产销量连续2年位居
世界第一，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
实现跨越式赶超闯出了一条新路。

如， 世界最小直径硬岩掘进

机应用于黎巴嫩大贝鲁特区供水项
目，中铁262“复兴号”盾构应用于以
色列特拉维夫红线轻轨项目，4台盾
构机应用于新加坡地铁建设……

今年， 继中标意大利的高铁项
目后， 中铁装备又连续接到丹麦哥
本哈根地铁、法国巴黎地铁10米级
盾构机订单。1月， 我国出口非洲首
台盾构机顺利下线， 成为“一带一
路”倡议的重要实践。

目前， 中铁装备的产品出口新
加坡、迪拜、黎巴嫩、新加坡、以色
列、 意大利等18个国家和地区，“中
国盾构”已经成为中国高端制造“走
出去”的一张新名片。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飞香：

超级地下工程智能
装备，让超级地下工程建
设更加容易

铁建重工成立伊始，就对产品产
业做了准确定位， 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专注于与施工工法密切关联的
非标个性化、 定制化的高端装备研
发；二是我们只开发能够填补国内空
白，或者说世界空白的产品；三是产
品市场占有率必须处于国内前二。

超级地下工程智能装备， 让超
级地下工程建设更加容易。

在地下工程装备领域， 铁建重
工做到了“大而强”，已实现从跟跑、
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相信不久的将
来能实现全面领跑。

我们始终保持研发设计人员占
比20%以上不变、研发费用占比5%
以上不变。创造了每周研发2项研究
成果的业界纪录，拥有专利1800多
件， 所有产品均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 是地下工程装备行业唯一没
有外国资本、外国技术的厂家。

产业规模方面，创造了50多项
填补国内外空白的产品和技术，如
全球首台复合型全断面竖井掘进
机、全球首台护盾式掘锚机、全球首
台全智能喷射台车。

60多年前，原苏联专家帮助中
国修建北京地铁一号线。2018年，
铁建重工5台盾构机出口俄罗斯，适
应零下30摄氏度超低温施工环境，
俄罗斯人亲切地用俄罗斯热播剧
《爸爸的女儿》 中5个女儿的名字命
名这5台设备———玛利亚、 达利亚、
耶甫盖宁、加利娜和波丽娜。这五朵
金花助力莫斯科地铁建设， 有效地
缩短了建设工期。

俄罗斯专家说：“以前是我们帮
中国修地铁， 现在是中国帮我们修
地铁，中国很了不起！”这是让我觉
得最自豪的瞬间！ 也是中国高端地
下工程装备从无到有， 从学生到老
师，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巨大转变。

邹晨莹

全球工程机械进入“长沙时间”。
置身20多万平方米的展会会场， 一场
工程机械展演秀， 颠覆着人们对工程
机械“笨重粗”的传统认知———跳舞节
奏感强、投篮投得准、字写得好……人
声鼎沸之处， 外行看热闹拍手叫绝，
内行看到的却是各家企业的产品结
构件强度够不够高、整机性能是不是
稳定、操作起来灵不灵敏。

青年跃跃欲试的舞台，必定是活
力集聚的地方。作为本次展会的系列
活动之一，长沙国际工程机械设计大
赛上，来自清华大学、中南大学、中国
矿业大学等16支高校团队，携带着新
颖的创意向湖南涌来。中联重科董事
长詹纯新曾用 “抱着金饭碗要饭吃”
的金句， 道出创业初期的酸甜苦辣。
经历多年淬炼 ，工程机械这只 “碗 ”，
已然成为青年精英争相追捧的“金饭
碗”。

创新发力 ，“含金量 ”更高 ；活力
激荡，产业正青春。借着展会良机，看
看强者在做什么、 同行有多努力，对
于致力补短板、强弱项的工程机械湘
军大有裨益。

创新进入场景 ，传统产品 “脱胎
换骨”正加速上演。作为行业老大，卡
特彼勒可谓眼光独到 ： 虽有生猛的
“大块头 ”镇场 ，但充满智慧的 “小精
灵”———CAT智能手表， 却成为专业
观众目光的聚焦点，未来借助智能手
表 ， 便能灵活自如地操作起庞然大
物 ；而手柄上的小小改动 ，行走模式
的细微调整，居然能够革命性地解放
双脚 ，轻松实现单手刷坡 。创新的灵
感 、绝妙的创意 ，其实都是源于日常
生活、来自实践场景。

绿色价值成为“卖点”，国际国内

都用创新实践来响应可持续发展。当
其他厂商将 “油耗低 ”作为主打优势
写进产品介绍里，轻型设备的领导者
威克诺森 ， 携代表着工程机械新能
源、零排放发展趋势的电池驱动型平
板夯惊艳亮相；美国凯斯工程机械发
布全球首款甲烷动力概念轮式装载
机 ，引得众人围观 ，因为它利用废弃
物和可再生资源生产燃料，并且提供
动力； 柳工集团带来的镇馆之宝，是
名为矿用移动破碎筛分机械的“宝藏
机”， 它将建筑垃圾就地变成可再生
骨料。变废为宝、化害为利，不仅是循
环经济蕴含的绿色理念，更成为工程
机械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杀手锏”。

只有比较，才能找到差距、短板。
当下， 国外成熟的工程机械企业，服
务在收入中的占比超过60%， 但对国
内企业而言，这一比例仅为国外同行
的三分之一。可见，加大服务的分量，
用增值服务在市场上挖掘出商业价
值， 既是满足客户诉求的着力点，更
是工程机械湘军今后发展的方向。

发力产业链 ，迈向价值链 。这场
湖南近年来规格最高的国际性会展，
吸引了无数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利益
方的目光 ， 众多中小企业 “闻风而
来”，共建产业发展生态。在工程机械
这只 “金饭碗” 里，“主食”“大菜”齐
全 ，“佐料 ”鲜香诱人 ，每个环节上都
有成为单项冠军的可能，每个人也有
了实现梦想的可能。

“科技创新的本质 ，是人的创造
性活动”， 展会现场专家的发言再次
提醒人们 ： 创新是艰辛而漫长的过
程 ，不论是从实践场景 、人的体验出
发 ， 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
虑，惟有大量创新人才进入制造业并
长期积累，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新
动能。

活力激荡，产业正青春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观察之二

“中国力量”
何以闪耀世界
———央视“对话”工程机械风云人物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黄利飞 ） 在今天开幕的2019长
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上， 美国
凯斯工程机械发布了全球首款甲
烷动力概念轮式装载机。

流线型设计、 酷炫外表、 金
属质感， 这款甲烷动力概念轮式
装载机一经亮相， 即引得众人围
观。 它搭载了菲亚特动力科技生
产的甲烷发动机， 支持利用废弃
物和可再生资源生产燃料， 并最
终为其提供动力； 它还广泛应用
了触摸屏和语音控制技术、 生物

识别技术和障碍物检测系统， 智
能化水平较高。

美国凯斯中国区工程机械
业务总经理陈霖介绍， 凯斯希
望走在可持续发展前沿， 推出
了甲烷动力概念轮式装载机。
未来， 公司将会有更多直观 、
高效和实用的解决方案推出，
为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此次美国凯斯长沙参展，
是其中国“首秀”， 展品皆为公
司最新研制的新一代智能工程

机械， 包括凯斯C系列挖掘机、 S
系列滑移装载机、 N系列挖掘装
载机等。 展会首日， 美国凯斯与
客户签署了采购协议近 1500万
元。

美国凯斯表示， 中国是全球工
程机械第一大市场， 拥有世界工程
机械最活跃的创新力量， 从慕尼黑
到长沙， 凯斯将携最前沿的技术趋
势与创新理念， 与全球优秀的设备
品牌同台交流， 未来也将有更多的
凯斯设备投入到湖南以及周边省
份的建设项目之中。

� � � � 5月15日，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在长沙进行录制。 刘永涛 摄

全球首款甲烷动力概念轮式装载机发布
美国凯斯携系列智能设备亮相， 首日签署采购协议近1500万元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记者 黄利
飞）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刚
一开幕，世界工程机械“老大”卡特彼
勒展位的人气就迅速聚集。上午10时
40分，卡特彼勒向观众发布了新一代
全系列智能挖掘机和卡特智能手表，
展示了在“智能机器时代”，卡特彼勒
引领行业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臂架上印有“CAT”明显标志的
这些挖掘机，黄色引人注目。 记者在
展位上了解到， 卡特3款迷你挖掘机
“黑科技”十足，它们身板小、但能量
大。 设备处于高负载工况时，作业人
员无需多踩油门，设备可自动根据负
载状况提供动力补偿， 十分省油；迷
你挖采用短尾设计，能够轻松应对狭
窄工况，甚至能直接开进客厅作业。

卡特迷你挖灵活可爱，新液压大
挖“气场”强大。卡特彼勒的大挖改善
了燃油系统耐用性， 提高了燃油效
率，故障排除更为方便，相关智能科
技的运用能够使机手效率提高45%、
使设备保养成本降低20%。 在建筑物
或交通道路附近，卡特挖掘机电子围
墙功能，可以防止挖掘机在作业时超
出操作手设置的范围，避免触碰障碍
物。

卡特彼勒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卡特彼勒一直致力于将工程
机械全面推进到智能机器时代，引领
行业智能转型，新一代挖掘机很大的
亮点便是集成了卡特智能科技功能，
能为客户实现更高效作业、更低运营
成本和更加安全的施工。

卡特彼勒新一代
全系列智能挖机齐亮相

迷你挖可开进客厅，新液压大挖提升机手效率45%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要说最了解我国工程机械产业
发展情况的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会长王瑞祥无疑是其中之一。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开幕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瑞
祥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成绩如
数家珍：2018年， 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和利润总额同比增幅都在19%左右，
销售收入突破了5500亿元，规模居全
球前列；一批重点产品，如装载机、挖
掘机、汽车起重机、混凝土机械的产
销量，全球领先。2018年，全行业出口
创下新高，达到253.9亿美元，同比增
长17.36%；国内市场的自给率从“十
五”末期的82.7%提高到94%以上。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自改革开放
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技术创新可
谓硕果摇枝， 攻克了系列履带起重
机、全地面起重机等高端装备的关键
核心技术，解决了超级装备的世界级
施工难题。”王瑞祥介绍，国内一批骨
干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开展国
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中，都取得了
不凡的业绩。

王瑞祥对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十
分关注。他说，湖南是工业大省，已成
为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基地，主
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程机械总量的
26%， 居全国工程机械产业集群首
位。

在他看来，湖南省工程机械产业
集群已经形成了领军企业优、创新能
力强、产品水平高、制造模式新、国际
步伐加快、产业链条相对完整等六大
优势，是支撑湖南及全国机械工业发
展的重要力量。

“这一次在长沙举办的国际工程

机械展览会，吸引了国内外1150家工
程机械企业参与， 其中不乏卡特彼
勒、约翰迪尔、日立建机等全球工程
机械50强知名企业；展会期间还同时
举办全球高端制造业大会等配套活
动30多项。”王瑞祥评价，这次展会是
一场嘉宾规格高、展览面积大、配套
活动多、吸引力和影响力都非常强的
专业性国际展会，将有力促进业界紧
密联手，书写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的新
篇章。

目前，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
命蓬勃兴起，针对世界制造业与我国
机械工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王瑞祥
认为， 要推动我国机械工业由大变
强，全行业应遵循新发展理念，坚持
以创新为核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着力调结构、转方式、补短
板、换动能、提品质、增效益、强实力，
还要加快提升智能化、 数字化水平，
创新商业、服务模式，同时积极稳妥
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六大优势，是支撑湖南及
全国机械工业发展重要力量
———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

� � 5月15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讲话。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