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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鹤壁市委第八届
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隆重举
行。

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全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突
出抓好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
重点任务中，对汽车零部件产
业提出明确目标：持续做优做
强汽车零部件与电子电器产
业。推动汽车零部件向高端化
智能化发展、电子信息向规模
化集群化迈进，发展专用车。
跟进“新能源+智能”汽车发展，
积极发展高端汽车电子、模具
数字化等；发挥中科院半导体
研究所河南研究院的平台优
势，做强光电子，统筹发展消
费 电 子、军 工 电 子 ，打 造 有

“芯”的中原光谷，建设超 500

亿级汽车零部件与电子电器
产业基地。

2016年天海集团的“行动大
纲”令人振奋——做全球一流的
汽车电子电器系统供应商。天
海为自己定位，未来五年，集团
年均增速20%。天海为自己“把
脉”。

2020年集团销售达到120
亿元，鹤壁地区63亿；鹤壁地区
业务占集团整体业务 50%以
上。天海为自己的规模如此框
定。

他们紧紧围绕国际化总体
战略，依托“创国际化品牌，做世
界级企业，做全球一流汽车电子
电器系统供应商”美好愿景，构
建了“四个支撑”——

经营规模，创建一个全球化
公司，与世界500强企业同台竞

技，成为“百年老店”。
科技创新，拥有核心技术，

实现原创性、开拓性研发，实现
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度
融合，由传统加工转向智能制
造，实现工业4.0。

企业活力，打造年轻的、活
力四射的科技、管理团队，卓越
的经营管理模式，健康向上的运
营机制，营造纪律严明、积极向
上的文化氛围。

人文关怀，担当社会责任
感，以人为本，帮助员工职业发
展，持续实施员工关怀计划。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行动
和梦想在坚守下交替更移，荒山
原野中方闪出指引之灯，浩瀚江
海里才顿现光明之塔。创造梦
想，实现梦想，天海人责无旁贷，
天海人志在必得！

□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丁元淇 文图

核心提示 新挑战，带来新机遇。新梦想，燃起新希望。
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新起点，天海集团顺潮流、绘蓝图、谋大业，提出“百亿

天海”、“智能天海”、“百年天海”的美好愿景，极大鼓舞着万名天海人跨越雄关漫道，为实现美丽而幸福的
天海梦、中国梦再立新功。

采访中，不管是企业的
高级管理层，还是车间一线
普通员工，“三步走”战略一
个个可谓耳熟能详。

何谓“三步走”？天海集
团党委书记杨勇军告诉记
者，“三步走”就是结合天海
实际，分三阶段去推进、实施

“百年天海”这一战略目标。
第一阶段，提升核心竞

争力，在2020年（“十三五”
期间），实现“百亿天海”，销
售收入达到120亿元；

第二阶段，通过兼并重
组，在2030年（“十五五”期
间），实现“智能天海”，销售
收入达到500亿元；

第三阶段，实施多元化
战略，在2069年（建厂100

年），实现“百年天海”目标，
销售收入突破3000亿元，成
为世界一流的汽车电子电器
系统供应商，进入世界汽车
零部件企业100强。

人无精神不振，国无精
神不兴，企无精神不长。天
海集团董事长张景堂经常以
这样的古诗句自勉：长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天
海”。

风正潮平，踏浪碧海豪
情激荡；任重道远，东风万里
卷潮欲来。如今的近万天海
人，正以宏伟蓝图为动力，脚
踏实地，埋头苦干，全力谱写
着一曲解放思想、锐意进取、
奋发有为的划时代传奇乐
章。

总体战略，即国际化战
略，建立与世界级整车OEM
业务关系，与世界500强企
业同台竞技。

连接器业务独占鳌头。
在国际化战略背景下实施差
异化战略；挺进高端，进入九
大OEM供应商体系，提升
第一市场占有率。

国产化，利用公司的品
牌和研发优势，推进出口线
束国产化、合资品牌配套国
产化和进口件的替代。

自动化，通过工业机器
人，连接器、线束、电子装备
自动化等项目的实施，为天
海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提供
支撑，助力天海实现4.0，进
而减员增效。

天众公司，打造第二连
接器工厂，定位于卡车、微
车、家电等中低端产品，打造
THB第二连接器工厂（国内
中低端连接器生产基地）；进
而在电子连接器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逐步成为国内电子
连接器科研、生产基地。

线束业务，利用线束业
务和连接器的有利平台，扩
大内销；利用THB销售网络
优势，扩大外部市场并挺进
高端，按照 2016 年进入上
汽、北汽等主流市场，2017
年进入外资品牌高端市场去
定制规划。

线束业务齐头并进。在
国际化战略背景下实施成本
领先战略，根据汽车行业发
展态势，以“靠近客户”为原
则。挺进高端，立足现有主
机厂，辐射周边市场，实现目
标高端客户的突破；继续实
施线束带动战略，拉动连接
器业务的发展。

新产品开发，实施系统

开发，实现由同步研发转向
原创性、开拓性研发，从配合
开发到指导开发的跨越。

国际业务方面，继续实
施全球布局，建设国际化平
台，带动天海业务全面走向
国际化。

汽车电子业务，上升到
集团战略，走兼并重组之路，
制定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生
产第一代产品，研发第二代
产品，谋划第三代产品：智能
汽车电子产品。

挺进高端，借助集团品
牌、渠道、技术支持，进入高
端主流市场；要在2016年实
现突破，2020年实现销售收
入100亿元。

提升能力，打造高素质
的汽车电子研发团队；借助
高等院校等外力，在汽车电
子产品领域取得突破。新能
源业务，成立新能源事业部，
由集团领导亲自挂帅，推进
新能源业务的开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天海正在牵头筹建规
划汽车电子工业园、新能源
汽车工业园，目前，工业园规
划已经完成，正在论证、选
址，洽谈合作单位。

建成后的工业园，将综
合运用现代汽车制造技术、
电子技术、软件及信息技术，
坚持自主开发与引进并举，
紧贴汽车产业发展需求，努
力把工业园打造成为我国重
要的汽车电子制造基地、出
口基地、研发基地和人才培
养基地。

昔日成就，成耳畔回响；
百舸争流，再飘决战帆影。
天海人站在市场最前沿，谋
划着在转型升级的战场里再
立新功。

在鹤壁市委全会东风沐浴
下，天海人不骄不躁，喜悦中清
醒，清醒中转型，超越中超越。
2016年的新曙光喷薄而出。

汽车市场发展风起云涌。
2015 年新能源汽车生产 34.04
万辆，销售 33.11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3.3 倍和 3.4 倍。近 1０
年来汽车产业７０%的创新来
源于汽车电子技术的开发应
用。

科技部部长万钢断言，现在
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到了万马
奔腾，百舸争流的时代。昭示出
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验证
了天海领导层关于天海发展的
论断：“以前靠连接器起家，现在
靠电线束发展，未来靠汽车电子
腾飞”。

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汽车
电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需要，天海这个中国汽车零部件
行业的领头羊，早已审时度势，

满怀信心、斗志昂扬，走在行业
的前沿。

2010年，天海制定了《电动
汽车传导式充电接口》这一行业
标准；2011年，天海制定了《基于
胎压检测模块的汽车轮胎气压
监测系统》这一国家标准。

如今，天海的决策者已将汽
车电子和新能源业务上升到集
团战略，并结合天海现有的产品
优势，制定了整体研发规划。

集团党委书记杨勇军正值
不惑之年。在公司，这位党委负
责人除了总部本职工作，和国内
外集团的各个分厂机构所在地
的党委政府部门“对接”成了工
作的重要一部分。

作为集团的主要决策者，杨
勇军说：“天海集团从2000年以
来，分为三大战略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0~2005，
天海主要抓了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全国主要汽车厂家附近布局

了16个汽车零部件工厂，牢牢把
握了国内市场份额；

第二个阶段，2005~2015，
天海主要抓了国际化布局，国外
布局4个工厂，国内建设了1个
高端出口工业园；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十三
五，天海的战略是紧紧把握行业
发展趋势，主要布局汽车电子、
新能源产业，这是天海的未来和
希望！”

“现在很多分厂业务发展迅
猛，正在开发的项目有60多个，
其中已经中标的项目有20多个，
包括多个新能源汽车项目，厂区
规模已经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扩容、征地、协调，敲定新项目，
真让人又喜又忧！”

行百里者半九十。其实，天
海高层早已运筹帷幄，制订了自
己的近、中、长经营战略。只不
过，时下“各地诸侯”的神速勃发
让他们有些始料不及。

来自天海集团的报道（三）

神笔绘就天海梦

天海集团的冲压车间

和节拍 凝心聚力谋发展

扣脉搏 转型升级谋新篇

制战略 与世界500强同台“竞技”

“三步走”“百年天海”绘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