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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脱胎换骨 新兴产业生机勃发

许昌：“智造之都”正崛起

13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5月 24日，在许昌远东传动轴
公司智能制造车间，看不到一个操
作工人，只有一个个工业机器人不
停地来回挥动手臂，自动抓取、组装
各种零部件。

“过去需要 24个熟练工人干，
现在一条工业机器人生产线就能完
成。”公司董事长刘延生掰着指头算
了一笔账：在效益上，一条机器人生
产线一年节省各项成本 144万元；
在质量上，机器人的精准作业，让传
动轴组装配套误差从厘米级降至毫
米级，产品品质达到欧美同类产品
水平。

今朝的“风光”，源于 6年前的
抉择。彼时，受国际大环境影响，市
场竞争激烈，产能过剩，依靠低成本
要素投入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
继，许昌一些装备制造企业一度陷
入困境。

“要么翻身，要么翻船！我们必
须主动作为，跨过智能化、数字化转
型这道关口。”刘延生下定决心。

向“智造”要活力，以创新拓市
场。包括远东传动轴在内的许昌装
备制造企业纷纷建设智能化制造车
间，布局智能化物流体系，搭建大数
据云平台……而今，远东传动轴的
高端重型特种传动轴远销瑞典沃尔
沃公司，使中国品牌的高端重型传
动轴“撬”开了欧洲市场的大门，也
改写了过去中高端等速传动轴市场
由国外巨头垄断的历史。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混凝土
预制件生产是又脏又累的“苦力活
儿”。而走入许昌万里路桥集团的
全自动高性能混凝土装配式建筑生
产车间，原料通过全自动地仓式上
料系统“乖乖”地进入配料搅拌层，
只需电脑远程输出指令，便可形成
各种形态的柱墙、外挂墙板等建材，
实现了生产线设备的远程控制及生
产数据的信息化管理。

“我们解决了传统搅拌设备存
在的能源与材料消耗高、搅拌不均

匀等难题，单位产品制造成本降低
33%、生产效率提高20%、延长建筑
物寿命 35%，实现了高效、节能、环
保。”万里路桥董事长张良奇的话语
不无自豪。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新兴产业生
机勃发，新增长点、新载体不断涌现。

能拐弯、能会车、能路边停车……
5月 25日，在位于许昌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的芙蓉大道，一辆5G自动
驾驶清扫车以20公里左右的时速，
驶出近 300米，精准完成了车辆启
动、清扫道路、避让障碍物、路边停靠
等一系列动作。

“虽然它走了‘一小步’，却是许
昌 5G产业发展迈出的‘一大步’！”
北京邮电大学许昌基地 5G自动驾
驶控制中心的王鲁晗博士表示，“这
是自动驾驶清扫车在 5G场景下运
行的一次试验，采用了物联网、云计
算、边缘计算等技术。5G自动驾驶
技术成功运用于特种车辆，在全国
属于首次。”

芙蓉湖畔，全省首个具备完善
开放道路测试环境的 5G网联自动
驾驶测试场露出“芳容”，它全线覆
盖 5G信号，建成了路测感知系统、
高精度定位系统等完善的配套系
统，一个涵盖 5G三大实验场景，融
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及 VR、AR(虚
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实景化、实用
化5G综合应用平台正在形成。

今年年初，许昌市发布 5G 产
业、智能电力装备产业、新能源及网
联汽车产业、节能环保装备和服务
产业、高纯硅材料产业等 9大重点
新兴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力争通过
3至 5年的努力，打造智能电力装备
等 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 3个 100
亿—500亿级产业集群。形成加快
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

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许昌，正以
高“智”量发展为引领，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撬动生
产方式变革，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旧与新——从突出重围到挺立潮头

5月 26日，在许昌市许港产业带内，晟丰公司
的六连轨不锈钢智能生产线上，看不到工人忙碌的
身影，只有机械臂在不知疲倦地来回精准作业，从
上料、轧制到成型，全都由电脑智能控制。

“这条生产线融合了德国西门子 TDC智能化
轧钢系统和德国西马克公司技术，是全省智能化程
度最高的不锈钢冷轧生产线，每月产能3万吨。”尝
到了“甜头”的晟丰公司总经理庞国伟说，“以前需
要100多人流水作业，现在两三个人就能轻松进行
电脑操控。”

为何选址在许港产业带？庞国伟表示，这里有
毗邻航空港的区位优势，有政府营造的良好政务环
境，更有上下游完善的产业链，使项目得以顺利实
施。

许港产业带的“强磁场”效应，吸引了天津长海
不锈钢等行业“大腕”投入巨资建厂，吸引着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企业不断落户，推动许昌与郑
州特别是航空港区形成产业互补和协同发展的新

增长极。今年以来，许昌先后有两批151个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逾千亿元，其中 60%以上的产
业项目落户许港产业带。

郑许一体化，发展新引擎。许昌市把郑许一体
化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工程，坚持优势互
补、错位发展，强化产业、交通、生态、功能、平台、空
间六大对接，打造大都市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区域
物流中心、临空产业基地，推动从“蹭WiFi”到“建
WiFi”的转变，实现“1+1>2”的协同发展效应。

开放合作的大门开得越大，产业发展的空间就
越大、活力就越强。

动力十足的中德（许昌）中小企业合作区，以许
港产业带为主体，以中德合作产业园为核心，加速
智能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

今年4月，许昌市与欧洲环保领域领军企业德
国欧绿保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在餐厨废弃物处理和
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开展合作。这是许昌市签订的
第 63个对德合作协议，更好地实现了“德国质量”

嫁接“许昌速度”。
围绕开放合作，许昌市坚持向国际标准看齐，

主动对接德国工业 4.0，深化对德合作。特别是
2018年，第六届中德城镇化研讨会、中德智能制造
合作主题论坛相继在许昌市举办，双方“你来我往”
14次，落地项目10个、新签约项目23个、新增合作
意向27个。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今年许昌市确定
了中德合作“落地20个项目，签约20个项目、达成
20个合作意向”目标，智能电力装备产业等优势产
业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重头戏”。

产业“壮筋骨”，产品“卖全球”。如今，许昌市
森源集团、瑞贝卡集团、万里集团等 17家“民企军
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设立境外企业(代
表处)40家，对外投资中方协议额累计达到 3亿美
元，投资分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抢抓郑许一体化机遇，持续深化对德合作，许
昌不断演绎精彩。

初夏时节，国家电网许继集团
特高压工程试验研究中心，一群身
着 白 色 工 作 服 的 年 轻 人 正 在 进
行±1100 千伏特高压控制保护系
统的仿真测试。

“这里有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
的设备，汇聚海内外的人才，有具备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这就是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许继集团副总
经理姚为正说。许继集团紧紧抓住
智能制造这个“牛鼻子”，站在特高
压的世界之巅，创造了 20多项“世
界第一”和“中国第一”，为全球特高
压直流输电工程提供了 75%的“大
脑”(控制系统)、50%的“心脏”(换流
阀)。

在许昌，智能制造的浪潮中，不
仅像许继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迎
风起舞”，一批行业领域内的“隐形
冠军”亦乘势而上。

一块铝材能够做什么？
盖房子！
5月 23日，在长葛市大森机电

公司，生产工艺创新下的新型铝模
板，性能佳、重量轻、精度准，像承重
墙等混凝土构件可以通过一次浇筑
完成，3天能盖一层楼。

大森机电董事长赵晓东说：“有
了智能化车间，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22%，产品不良率降低50%。”去年，

大森机电发力智能制造，与中铁建
集团合建的铝制板材生产基地，不
到 10个月实现“当年立项、当年开
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益”。

手机扫码下单、支付、取面、配
料，不到一分钟，一碗热腾腾、香喷
喷的刀削面就放在了面前。在万杰
智能公司，一款熟面机展示了现代
食品机械的智能、高效、便捷，堪称

“终极版无人面馆”。而另一款“智
能鲜面机”，一键启动，8 秒出面
条。目前，万杰智能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 130 多项，市场占有率连续 4
年保持全国第一。

“每一次创新转型，都是一次新
的超越。”有了当地政府提供的良好
环境，宏昌电子公司做到了车载冰
箱半导体制冷部件同行业专利最
多、规模最大；巨霸机械公司为国家
高铁工程提供数据钢筋打捆配送，
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型钢筋机械
销售商。

“既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
用，又要培育更多的‘专精特新’隐
形冠军，形成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分
工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让智能制
造的种子在许昌的土壤生根、开花、
结果。”许昌市市长史根治这样描绘
许昌“智造”的未来图景。

大与小——从龙头带动到百花齐放

内与外——从郑许一体到中德合作

去年年底，森源集团的绝缘金属开关设备
等5类电气产品搭乘中欧国际班列，行程上万公
里，来到荷兰接受国际电工行业最权威的产品质
量认证机构——KEMA实验室的技术测试。

3个月后答案揭晓：森源集团的5类产品全
部通过容量、开断、机械寿命等方面的严格试
验，获得了KEMA实验室出具的最高级别认证
证书。这一认证结果，标志着“森源”的电气产
品获得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在国内同类企业
中开了先河。

从“卖假发”到生产“头顶时装”，从“手工作
坊”到世界“发制品王国”，瑞贝卡公司从一个
10人小厂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企业、全球
发制品行业标准制定者，累计完成了13项国际
标准，主导了 5项国际标准，产品畅销北美、西
欧、亚洲、非洲的 40多个国家和国内 100多个
大中城市。

在许继仪表有限公司，一条条“静悄悄”的
自动化生产线正在生产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电表产品。2018年，许继仪表有限公司主
导了电能计量付费系统国际标准的制定，极大
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去年在东南亚、中亚

等地区新增订单货值超过了2亿元。
从“拼价格”到“拼质量”，从“做产品”到“做

标准”，许昌企业通过标准的引领，实现了从小
到大、从有到优的跨越，成为世界最大的人造金
刚石基地、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电梯产业基
地、长江以北最大的卫浴产业基地、闻名全国的
再生有色金属加工基地……

质量品牌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工匠精神
和城市形象的集中体现。如今，许昌企业参与
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00多项；
全市累计完成投资 19.2亿元，建设国家级质检
中心 5个、省级质检中心 5个，形成了全省最大
的检验检测集群。

在前不久公布的国务院大督查激励表彰名
单中，许昌继 2017年获得全省首个“中国质量
魅力城市”荣誉称号、2018年成为全省唯一的
国务院“免督查”城市之后，因“推进质量工作成
效突出”再度受到表彰。

荣誉的背后是实力，是许昌专注精益制造，
推动许昌制造向许昌创造转变、许昌速度向许
昌质量转变、许昌产品向许昌品牌转变的生动
注脚。

火热的 5月，比温度更高的是许昌推动智
能制造发展的热度——

在日前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许昌
市委、市政府对许昌的发展定位再明确、目标重
点再聚焦，发出了加快建设“智造之都、宜居之
城”动员令，建设“智造之都”排在了首要位置。

为什么要吹响加快“智造之都”建设的新号
角？许昌的决策者作了如下阐释：

新一轮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产业变革扑
面而来，资源结构重构、发展动能更迭，变中有
机，变中有势。打造“智造之都”，是许昌践行新
发展理念、“探索路径、打造样板、走在前列”的
具体行动，是顺应发展大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需要，是融入郑州大都市区建设、实现错位
发展的必然选择。

市委、市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制造业是
许昌的特色和优势——工业占比接近 60%，工
业竞争力居全省第 3位，但向“内”看，传统产
业“粗而不精”现象依然存在，新旧动能接续转
换较慢；向“外”看，产业总量和层次还有一定差
距，只有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改革创新、拼搏奋
进的“精气神”，才能为打造智能制造“升级版”
注入新活力。

在这次会议上，胡五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把心思和精力放在谋项目、抓发展上，坚持以智
能制造为引领，努力实现产业层次高、创新能力
强、集群配套优、开放跨度大、企业架构新，推动
许昌从工业大市向工业强市转变。

战鼓擂擂，号角声声，让许昌的企业家们异
常振奋。万杰智能董事长王晓杰表示：“企业的
发展壮大，离不开许昌市委、市政府在产业政策
引导、土地问题协调、资金引入上给予的大力支
持。我们要咬定‘创新’不放松，加快‘转型’不
停步，加快实施‘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
人’，抢占未来发展‘先手棋’。”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省“三大改造”现场观摩
暨转型发展攻坚工作推进会议上，许昌市智能
制造“成绩单”排名全省第二。今年前 4个月，
许昌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猛增 17.9%，增
速高出全市工业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

思路决定出路，目标昭示未来。许昌按
下建设“智造之都”的“启动键”，挂满建设

“智造之都”的“前进挡”，将以更加昂扬的斗
志、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过硬的作风，谱
写“探索路径、打造样板、走在前列”的锦绣
篇章！

谋与为——从拉高标杆到走在前列

量与质——从许昌速度到许昌质量

1秒，126克拉人造金刚石从黄河集团产出；

1分钟，100顶瑞贝卡假发销往全球；

1小时，13台森源新能源汽车下线；

1天，1644吨再生不锈钢板由金汇集团“智造”；

…………

行走在曹魏故都，智能制造热潮奔涌，许昌速度令人惊

叹。“许昌要通过建设‘智造之都’，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着力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上为全省‘探索路径、打造样板，走

在前列’。”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说。

5月22日，许昌魏都高新技术产业园内，工人在许
昌德通振动搅拌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智能振动搅拌设
备 朱宁 摄

5月 22日，许昌魏都高新技术产业园内，工人在
许昌裕丰纺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3万锭高端智能化
纺纱车间工作 牛原 摄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局部。许昌许继风
电科技有限公司是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叶片等产
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
体系 牛原 摄

许昌正以开
放的胸怀拥抱智
能制造，“智造之
城”的梦想已扬帆
起航，前景无限

牛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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