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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二十五

从国内的 BAT、华为、小米到国际的苹果公司，无
不把打造产业生态圈作为公司发展的圭臬。 这个时代，
没有企业可以像罗宾逊一样自给自足，孤独的生活。 商
业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改变。 组织、群体间缔
结起复杂的竞合网络，形成全新竞争格局，悄然改变了
商业活动的游戏规则。 要想占据行业高端，要么融入一
个生态圈并让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打造一
个属于自己的生态圈。 九华的企业深谙此道。

近两年来， 桑顿新能源在九华的布局令人眼花缭
乱，五大项目陆续开工投产，大家惊喜地发现，桑顿已经
在九华构建起了一个新能源的商业帝国， 从研发设计、
智能制造、平台运营、锂电池闭环产业链，到驱动电机总
成、新能源汽车、互联网能源、储能解决方案及分布式储
能电站服务，无所不包，无所不精。 并且这些产业布局，
与母公司桑德集团形成高度契合关系。这一新能源产业
的“黑马”已然依靠其打造的生态圈，依靠其产能规模，
依靠其前瞻技术，试图掌握行业话语权。

泰富重装也是如此。泰富的迅速崛起有一条清晰的
成功逻辑， 那就是创新性推出的“工业工程总承包”模
式，成为了全产业链工程服务商，为业主提供项目设计、
设备制造采购、工程施工、投融资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
服务，在资源整合中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企业如此，产业亦如是。为何跨国企业蜂拥而至，且
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原因即在于在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湘潭经开区以吉利汽车为龙
头，一个集从汽车研发、整车生产、零部件配套到汽车贸
易、汽车文化、人才培养、金融服务、进出口服务的全汽
车产业链已经成型；一个千亿产业已经触手可及，一个
汽车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的强劲磁场已经形成。

向着价值链高端，向着创新最前沿，向着开放高地，
湘潭经开区的产业正在向着更加明媚的春天加速奋进，
正在向着更加高端的形态加速嬗变。 我们拭目以待！

徐慧

自 2016 年以来， 湘潭经开区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均在 20%，一举跻身全省园区前三
甲，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居全省主要园区
第一；

自 2016 年以来， 湘潭经开区招商引资
大突破，2016 年实现合同引资近 600 亿元，
2017 年上半年合同引资 322.02 亿元 ；在
谈和意向项目 40 余个，总投资额超过千亿，
产业发展后劲十足；

自 2016 年以来， 湘潭经开区开放型经
济活跃，埃贝赫排气系统、延锋安道拓、麦格
纳汽车座椅、克康排气系统等全球行业 100
强纷至沓来，2017 年上半年，湘潭经开区外
贸增速全省园区第一，产业开放崛起之势渐
成；

自 2016 年以来， 湘潭经开区企业自发
创新，园区鼓励创新，舍弗勒建设全球首个
“未来工厂”，桑顿打造行业首个超级智慧工
厂，泰富重装建成“黑灯工厂”，一大批国际
国内领先水平的创新型产品从九华下线，九
华的产业正在由“汗水型”向“智慧型”加速
蜕变。

在湖南省委省政府、湘潭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下，湘潭经开区正在以一种破茧成蝶的
姿态，进行一场产业的自我进化、自我转型、
自我升级。

2017 年是吉利汽车九华基地值得骄傲与自豪的
年份。

这一年的早春 2 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率队来到吉利控股集团考察，见证湖南省与
吉利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按照协议，双方将
携手努力，推动吉利汽车九华基地的产能规模进一步
扩大，车型进一步丰富。

这一年的 5 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宣布吉
利首款城市迷你 SUV———远景 X1 在九华基地正式
下线；远景家族再添新成员。

这一年的 9 月，10 岁的远景系列轿车总产量突
破 100 万辆， 成为继帝豪之后的吉利汽车家族第二
个“百万级”车型。 吉利 3.0时代的新产品吉利新远景
即将上市。

……
九华，因汽车而生，怀揣打造汽车城的梦想而创；

一路走来，筚路蓝缕，鲜花与掌声不断。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链中的龙头吉利汽车由日产 2 台起步，到今日的
百亿企业， 位居湖南民企第 20位和湖南民企工业制
造业第 10位； 主力产品吉利新远景问鼎 A- 级轿车
全年销售冠军，中国品牌轿车销量第二。 2017 年，湘
潭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将有望成为千亿产业。园
区企业桑顿新能源上半年完成产值 35.1 亿元， 增长
94.4%，全年预计将实现年产正极材料 3 万吨，动力
电池 80 亿瓦时，产值突破 100 亿元，成为园区第三
家百亿企业。

与此同时，湘潭经开区的先进装备产业、电子信
息产业也表现不俗。 今年上半年，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完成产值 187.4 亿元，增长 52%。 泰富重工、中冶京
诚、金海钢构等 8 家企业产值过亿，泰富重工完成产
值 84.2亿元，国内外订单已超 120亿元。电子信息产
业完成产值 67.7 亿元，增长 21.9%。 梨树全创、威胜
电气等 6家企业产值过亿。

黑格尔说：“时间的长度是某种相对的东西，而精
神的力量却闪耀着永恒的光亮。 ”九华人怀着矢志不
渝的汽车梦，迈进了国家级，迈进了千亿园区，迈进了
全省产业园区前三甲。然而，新常态下，如何才能破解
发展桎梏，鼓足风帆，再创佳绩；新起点上，如何才能
更上层楼？

湘潭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孙银生表示， 力争 2017
年迈入“两千亿园区”大关，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
20%以上的快速增长。 着力加快推进汽车之城、活力
之城、智慧之城和开放之城这“四个城”建设———着力
打造汽车之城，2017 年，“汽车之城” 建设投资项目
36个，计划投资 124.3亿元；力争到“十三五”末，把经
开区建设成为全国所有园区中汽车产业最具特色的
工业园区。 着力打造活力之城，2017 年，“活力之城”
建设投资项目 93个，计划投资 154.2亿元。着力打造
智慧之城，2017 年“智慧之城”建设投资项目 16 个，
计划投资 30.7 亿元。 着力打造开放之城，2017 年，
“开放之城” 建设投资项目 14个， 计划投资 29.5 亿
元；力争 5-8 年将湘潭经开区打造成一个区域性、国
际化的园区。

智能制造首推德国， 德国智能制造的渊薮在“工业
4.0”，而舍弗勒集团则是工业 4.0 的发起单位，在国际智
能制造领域具有极强的话语权。 在湘潭经开区的土地上，
舍弗勒全球首个未来工厂正在建设中。“未来工厂”具备
智能化、数字化、高效化、环保高效等特点，且拥有精益生
产改进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将实现产品数字化、设备的
数字化、工艺流程的数字化、产品分析改进的数字化、客
户体验的数字化，实现目前业界孜孜以求的精益生产、自
动化生产、柔性生产。 这一“未来工厂”将在 2018 年建成
投产。

像舍弗勒一样，智能制造、九华创造已经贯穿企业发
展的全流程。

九华优势企业的工厂争当“工业 4.0”的标杆工厂。
“工业 4.0”时代，“黑灯工厂”成为衡量生产过程自动

化、智能化的标准。 所谓“黑灯工厂”就是生产车间内多为
自动化无人生产线，即便关着灯，照常能生产。 在泰富重
工二期，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机器人高度替代一线工
人的“黑灯工厂”。 立体仓库先根据每个工位点的需求，自
动进行原料配送； 加工线上，10 台机器人踩着设定的节
拍，机械臂灵活精准操作。 钢材下料、加工、涂装、装配、检
测、打包、入库，近 20 道工序全流程自动化，每 30 秒可出
来一个成品，合格率达 99%。 如果全部换成人工，一个成
品需要 10个人花费 4个小时才能完成。 泰富重装的三大
主打产品的绝大部分部件、工序，都在这里实现智能化生
产，智能化率达 80%，在行业内遥遥领先。

桑顿新能源打造行业首座超级智慧工厂。目前，桑顿新
能源生产制造已全面进入自动化阶段。 建立了从配料到电
池组装的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他们的目标是 2018年实现

信息化， 实现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监控， 搭建工业数据云平
台，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产品预测性维护、大数据智
能分析决策。 2020年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主要产品生产达
到工业 4.0水平，打造行业首座超级智慧工厂。

一个全面对标沃尔沃技术和生产程序、标准，运用新
能源、节能、互联网等当前先进技术，集绿色、品质、智能、
柔性于一体的紧凑型 SUV 全球标杆工厂正在吉利汽车
湘潭基地形成。

……
与此同时，湘潭经开区企业的产品也正在由“汗水型”

向“智慧型”蝶变。 桑顿新能源率先在国内开发出车用高
镍多元材料，成功进入高端汽车供应链；桑顿锰酸锂技术
位居细分领域第一，高容量锰酸锂全电 1C 容量比业界标
准高 20mAh/g 以上；镍钴铝酸锂（NCA）正极材料，技术
指标接近美国特斯拉汽车电池用的镍钴铝酸锂（NCA）产
品性能。 恒润高科制造出国内首台量产大型纯电动环卫
专用洗扫车、国内首台多功能清障救援车；宏大真空“大
面积连续磁控溅射真空镀膜成套装备关键技术与产业
化”项目荣获我国机械行业的最高科技奖，填补了多项行
业技术空白；金海钢构研发“盒式结构”钢结构建筑，实现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凯利特泵业研发智慧节能泵，实
现无人值守、远程监控及自动报警、智能诊断、智慧节能；
HLT生产全球最快三角形机器人……

九华产业创新后劲绵长。 湘潭经开区拥有 25 个国
家、 省部级自科类科技创新平台，9 个省级社科类创新平
台；3 家院士工作站，1 家国家工矿电传动车辆质检中心，
1家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为园区企业创新提供
“智脑”支撑。

9月 14 日， 麦格纳座椅系统亚太区运营总监哈德曼
满面笑容来到九华大楼，为湘潭经开区送上锦旗两面———
“树政务服务标杆，为企业排忧解难”、“办事高效，服务热
情”写出了这位跨国高管的心声。作为世界五百强、全球汽
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前三强，麦格纳无疑在业内有着超然
的地位，这是哈德曼在中国第一次向政府送锦旗。 他对湘
潭经开区的评价是，服务水准在全球范围内堪称楷模。

这样的评价并非孤例。舍弗勒原本已经与中部某地进
行了深入接触，签约只差临门一脚。 舍弗勒大中华区董事
会在考察湘潭经开区之后，认为，湘潭市委市政府、湘潭经
开区对舍弗勒工作的支持配合及专业的工作水准令人惊
叹感动，湘潭经开区的清明、高效，令人印象深刻。 舍弗勒
全球董事会成员、大中华区 CEO张艺林表示，大中华区董
事会一致认可湘潭经开区， 在湘潭经开区打造全球首个
“未来工厂”。

优越的地理位置、快速稳健的发展形势、完善高端的
产业链、 高效亲清的政务服务吸引众多世界五百强企业、

跨国公司争相入驻，这是湘潭经开区 2016 年以来发展的
一个重要趋势。 目前，九华区内注册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共 24 家，其中工业类外资企业 18 家，商业类外资企业 6
家。 2016年来入驻外资项目 10个，个个是优质项目———
舍弗勒投资 30 亿建设的全球首个“未来工厂”，橙天嘉禾
集团投资 4.8 亿建设的橙天文化综合体项目，“世界首要
汽车配件公司”麦格纳在九华投资座椅项目，排气技术全
球前三的埃贝赫投资 2 亿元建设汽车催化器项目等。 湘
潭经开区与德国 B&W 国际项目及贸易有限公司、美国北
卡创新创业中心合作，建立国际产业集中区。今年上半年，
又引进了美国万奇、香港汉能、延锋安道拓、麦格纳汽车座
椅、克康排气系统等知名跨国企业。

2017 年，湘潭经开区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590.61%，增
速位居全省园区第一名，比第二名增速几乎快了一倍。 湘
潭经开区这个身居内陆，以内资企业、国内贸易为主的开
发区，国际范越来越足。 这不仅体现在优质国际企业的入
驻，也来自于园区优势企业“走出去”的努力。

9月 3日至 4 日，泰富重装集团董事长张勇的身影出
现在厦门，他是来参加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的。事实上，这已
经不是张勇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国际工商界盛事———上半
年，张勇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 作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踊跃践行者，泰富重装
已成为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先锋之一。泰富
重装参与了巴西石油公司价值 4亿美元工程服务船项目，
为淡水河谷公司提供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堆取料设备，在印
度承接了价值 10亿美元的乌坦钢铁厂投资建设项目。 目
前， 公司正与南非洽谈北开普省诺洛斯港的港口重建项
目。 泰富重装已经将产业触角伸向国际。 他们的目标是到
2021年，泰富的海外业务将占集团整体业务的 50%以上。
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业主提供海工服务船建造、船
厂技改、港口改扩建以及电厂、钢厂、料厂输煤系统等服
务。

与此同时，吉利远景、海景汽车的轮印也在全球多个
国家留下深深的痕迹。 吉利汽车九华基地成为全省首个
汽车规模出口企业；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煤矿公司向中冶京
诚采购两台 326 吨矿用电动轮自卸车， 这是我国第一次
向发达国家出口 300 吨级以上的非公路用电动轮自卸
车；永达机械、全创科技等企业的产品也远销海外。

从制造到“智造”：华丽转身背后的那些“第一”

从点到“生态圈”：
以模式创新抢占行业制高点

从“一座城”到“四个城”：
“两千亿园区”的新目标

从“内陆范儿”到“国际范儿”：世界五百强钟情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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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汽车生产车间。

泰富重工二期项目智能制造
生产车间。 钟泉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湘潭经开区提供)
先进装备制造业———正在调试中的泰富重装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