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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0日，上午 10:00，在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速达公司）宽敞明亮的总

装车间，随着现场主持人倒数“5、4、3、2、1”，舞台大

屏缓缓打开，首辆锃亮发光的“速达”纯电动轿车随

着音乐驶入舞台的中央，与会领导和嘉宾一起鼓掌

庆贺，并在首车上签名留念。

当天，来自中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美国等国

内外知名的新能源汽车专家、学者 200余人云集河

南三门峡，一起见证河南首台新能源乘用轿车成功

下线。

“首辆下线的这款纯电动SA01BA车型的轿车

是经济型三厢款，可兼顾公务车、出租车和家庭用

车，底盘高、转弯直径小，操作性、通过性和安全性都

是同类产品的佼佼者。”河南速达公司董事长李复活

介绍。

首辆“速达”轿车下线，结束了河南没有自主乘

用汽车品牌的历史。从此，“速达”汽车，这个在河南

三门峡崛起的崭新汽车品牌，担负“为天下人造车”

“还世界一片蓝天”的历史使命，带着 200余项发明

专利把一款款高性能的环保汽车推进市场，走进百

姓人家，翻开了河南速达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本报通讯员 詹江峰

“您看，首辆速达纯电动汽车的 LOG 标
志，这个‘S’既是速达的简称，也如一群强壮
有力的人们，正共同奋力向上托举起速达之
星。”河南速达公司副董事长宋泽厚说。

速达汇聚全球的技术力量，从西安交通大
学电动汽车专家曹秉刚教授为首的团队开始。

“早在十年前，我将原有的以西安交通大
学电动汽车专家曹秉刚教授为首的团队带来
三门峡，成立三门峡速达节能新能源科技研究
院，只坚持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研发、制造电动

汽车，同时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与学者。”
李复活说。

这些专家、学者有谢友柏院士、金光滋
教授、米歇尔教授、曹秉刚教授、李复活博
士、马鸣图博士，阿道夫·里兹、张西富高工
等，以他们为首的国内外百余位新能源汽车
领域专家学者，构建了速达公司完备的研发
生产体系。

另外，河南速达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日
本近畿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美国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长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
外40余个科研院所合作，创办企业科研机构，
为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销售提供支撑。

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于2010
年 4月 9日成立，之后就先后成立了河南省电
动汽车动力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院
士工作站、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河南省纯
电动轿车公共技术研发设计中心等企业自主
研发机构。

2010年 12月，河南速达利用自己研发的

新能源核心部件改装 50台纯电动轿车，并进
行试验验证，单车最高总行驶里程达 24万公
里，一次充电续航里程达280公里。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党委书记周本学评
价，河南速达研发的电动汽车在国家机动车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重庆）检测的指标，都是国内
领先的。工信部验收专家们对速达的各项工
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三门峡市副市长孙继
伟说。

“速达公司汇集了世界各地近 80名专家

的团队，连续9年组织召开电动汽车国际研讨
会，公司研发的电机电控系统、动力电池系统、
整车控制系统都走在国际前列，其中‘制动能
量再生系统回收’获得了国际发明专利。”河南
速达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张西富说。

记者在该公司技术中心看到，操作人员正
在实时监控速达电动汽车的上路信息。速达
公司实现了每一辆汽车的行驶数据都可跟踪
管理，同时满足信息管理、安全监控、数据分析
及上传功能，做到随时为用户提供服务。

“没有河南省和三门峡市两级政府的大力
支持就没有速达公司的今天。”李复活说。

河南速达公司一路走来，风雨不断。三
门峡市坚守初心，对“速达”不离不弃，在土
地政策、配套设施、招商引资、营商环境、资
金注入等方面不断地给予支持、扶持和政策
倾斜。

“河南速达作为三门峡市一家自主研发新
能源汽车的企业，成长性好，产业延展性强，在
其面临困难和危机的时候，三门峡市政府积极

为企业化解矛盾，解决实际困难，保障了企业
的正常运转。”安伟说。

赵子军清楚地记得，2018 年 5月河南速
达公司在山东省济南第二机床集团预定了一
套冲压自动化大型生产线，根据合同该设备要
到12月份才能安装，经过再三协商，最多也只
能提前20天的时间。

“为了不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查验收，
安伟带着企业负责人，亲自跑到济南催促设
备进度，并安排一位在济南工作的朋友紧盯

进度。济南第二机床集团董事长感慨地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是头一回见一个地市的
市长为了一个企业来催设备进度的。”赵子军
说，“最后，这套拥有 4台冲床、7台机器人、上
千吨重的冲压生产线提前两个月全部安装到
位。”

“汽车产业是重资产、高投入的项目，资金
短缺是共同的掣肘。速达项目一期总投资26
个亿，占地705亩，在筹建过程中，为了保证投
资方资金及时到位，安伟市长带着我们一起到

北京与投资方协调，保证了关键节点上资金的
及时注入。”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王志超说。

“速达公司在征地拆迁和建设过程中，三
门峡开发区（东区）建设指挥部24小时坚守一
线，每天早上召开一次业主方、施工方、监理方
参加的通气会。凡是企业遇到的难题，大到项
目申报、资金注入、征地拆迁，小到外来职工的
小孩在当地入学，我们都有专人协调对接。”三
门峡经济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杨

文龙说。
“速达项目建设工期紧，而且涂装车间

300米内不能有群众居住，所以征地拆迁任务
特别重，开发区指挥部的干部党员带头，背着
被子睡在车上，白天在地头、晚上到老百姓家
里讲政策、谈补偿，涉及到 300米红线内的 78
户群众，为了速达的发展，3个多月的时间就
全部拆除完毕，我们的干部再难也没有影响项
目的进度。”三门峡经济开发区（东区）指挥部
党支部书记郭战友说。

“速达首辆量产下线的轿车，在控
制系统和安全性方面使用的已经是速
达第四代技术了，这是其他企业做不到
了。传统的做法是一代技术出一款车
型，速达汽车没有上市就已经使用的是
第四代技术了。速达公司正是通过近
十年的不断研究、升级，始终站在用户
需求角度，对每一个零部件都做了认可
书，而且每一个零部件的档案资料都有
一本字典那么厚。”张西富说。

张西富上世纪90年代就在中德
合资车企开展技术研发工作，2010
年他选择来到了河南速达公司。

“速达电动汽车经过多年关键零
部件研发及技术积累，已掌握并应用
整车集成、整车轻量化、整车控制系
统、动力蓄电池系统、驱动及控制系
统、正向设计开发六大核心技术和能
力，并为应对未来电动汽车发展储备
了大量新能源汽车技术，累计获得各
项专利200余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28项。”张西富说。

据了解，目前通过新建纯电动汽
车项目核准的 15家（其中通过企业
及产品准入的 11家）汽车厂家的产
品大多厂家以小型乘用车、小众车型
为主。速达专注 A级纯电动汽车市
场，经济型轿车（A级车）在整个乘用
车市场占据绝对市场优势，是新能源
汽车消费市场的最主要类别产品。

“说起速达纯电动轿车的优势，
第一就是它的安全性。速达独特的
整车控制系统技术，可以做到当车辆

发生意外碰撞达到设计强度时，瞬时
能将380Ｖ工作电压转化为12Ｖ，既
能有效防止电池起火，又能保证有一
定的电量开启四个车门，让驾乘人员
安全离开。”张西富说。

在速达纯电动智能整车试验场，
记者亲自驾驶“速达”轿车体验了一
番，自动挡很方便操作，起步后右脚
加电，仅仅 9 秒就可以把车速提到
100 公里/时，右脚踩刹车降速，拐
弯、上坡。在半坡起步时，记者惊喜
地发现速达轿车上坡有力，半坡停车
即使不操作也不会溜车。

“这就是速达电动汽车独有的电
机控制技术，通过电机自动识别与软
件升级功率会自动由40千瓦升级到
80千瓦甚至更高，提高了车辆爬坡性
能。此外，我们自主研发的快速恒温
充电技术，可实现4C充电，充电10到
15分钟，保证电池外部温度-40℃至
60℃条件下恒温充放电，做到了快速
充电、恒温安全。”张西富说。

“速达人造车就是一个追梦的过
程，这个梦就是造老百姓用得起、没有
后顾之忧、让老百姓放心、带给老百姓
希望的好车，为了这个梦想，速达人十
几年来坚持正向研发，速达纯电动车
汽车根正苗红，技术含量高、安全使用
性能好，产品未下线就已经在德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了客户，速
达人正是以‘速达科技，造福人类’为
使命、担当和责任，才让速达新能源领
先世界、电动未来。”宋泽厚说。

打造“速达”之星聚全球之力B

让“速达”无后顾之忧贴身服务C

热 烈 祝 贺 河 南 速 达 电 动 汽 车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量 产 首 车 成 功 下 线

三月的鲜花盛开，三门峡激情
澎湃。在河南“速达”纯电动轿车量
产首车的顺利下线仪式上，三门峡
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抑制不住内心的
喜悦与激动。

“三门峡转型创新发展迫在眉
睫，时不我待，河南速达就是我们强
有力的刹手锏。”三门峡市委书记刘
南昌说。

“汽车工业是一个 1∶10 的产
业，汽车业的带动效应是任何其他
产业都望尘莫及的，河南速达汽车
量产首车成功，将创新引领三门峡
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为三门峡
经济转型带来新突破。”三门峡市委
副书记、市长安伟说。

沥尽黄沙始到金。三门峡是典
型的资源型城市，随着资源日渐枯
竭和环保压力日益加大，实现工业
转型升级，成了三门峡市的迫切愿
望。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升到国
家战略，三门峡敏锐地抓住了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机遇，并牢牢把
握方向为企业保驾护航。

“河南速达新能源乘用车项目
得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分管省领导带领省
工信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和三门峡
市政府领导多次赴京对接，三门峡
市成立了新能源汽车领导小组，市
长亲任组长，服务项目建设和企业
发展。”李复活说。

“三门峡政府对速达的支持可
以说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安市

长每周召开一次速达项目建设协
调推进会，政府相关部门参加，现
场解决问题。主管速达项目的三
门峡市开发区管委会派专人天天
吃住在现场，做到了全方位、保姆
式服务。”河南速达公司副总经理
赵子军赞叹。

为了创建本省汽车品牌，实现
河南汽车制造业的一个梦想。河
南速达纯电动汽车项目是河南省

“弯道超车”战略的重点项目、三门
峡市转型升级的“一号工程”，先后
被列为河南省“十二五”“十三五”
重点项目。

三年三大步，三门峡市委市政
府与速达人一起，创造了大项目建
设的三门峡速度，共同圆了一个“造
车”梦。

2017 年 3 月 28 日，河南速达
“年产 10万辆纯电动乘用车项目”
通过了国家发改委核准。2019年 1
月 4日，工信部核准通过了河南速
达公司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
的资质，成为全国第 11家同时通过
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核准的新建纯
电动乘用车生产销售认证企业。

“今年，三门峡将持续推进速达
电动汽车项目，确保年内产能达到
2.5万辆，着力打造以纯电动汽车为
主导的研发生产基地。围绕乘用车
的制造，以及相关联的配套产业延
伸，预计未来能形成千亿级产业集
群。”谈到前景，三门峡市委副书记、
市长安伟信心满满。

坚持打造自主品牌新能源轿车

“造车”圆梦A

让“速达”插上翅膀飞翔

核心技术D

——河南首辆新能源轿车诞生纪实

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的电机电控系统、动力电池系统、整车控制系统都
走在了国际前列，其中“制动能量再生系统回收”获得了国际发明专利。
图为实验室

速达公司四大车间的技术负责人大多来自上汽、长安、北汽、通用等
全国有名的传统汽车企业

一切都为了3月的正式开工量产。图为焊装车间的工人正在紧张工作

速达的目标——3年内实现10万辆纯电动汽车产能，带动相关产业
实现年产值 1000亿元以上，打造豫西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图为整装
待发的电动汽车

焊装车间主焊线采用多种车型柔性化共线生产，实现了智能化、自动
化、柔性化和节能化生产。图为正在调试焊接机器人

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全景总装车间的新车正在调试

河南新能源轿车量产首车成功下线

河南速达公司董事长李复活在下线新车上签名

2016 年 11月，“丝路观澜”大型文化经济
展示活动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举行，速达电动汽
车隆重展出，受到与会嘉宾和德国民众高度评价

法国专家试驾速达纯电动汽车

速达电动汽车经过多年关键零部件研发及
技术积累，已掌握并应用整车集成、整车轻量化
等核心技术，累计获得各项专利200余项，其中
授权发明专利28项

速达电动汽车河南新能源轿车量产首车成
功下线，吸引了海内外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河南新能源轿车量产首车成功下线仪式现场

河南汽车工业迎来纯电动轿车时代

河南首辆自主研发、具有自主品牌的纯电动轿车闪亮登场

本版图片均由张朝峰 詹江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