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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如何转型升级
———访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董事长高旻东

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中
国最大的中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生
产基地，2013年销售额8.5亿元；在
与曾垄断市场的国际企业的激烈竞
争中，他们凭借品质成功胜出，中国
高铁项目市场占有率高达70%。

作为一家组建于上世纪80年
代末的传统机电类产品制造企业，
太平洋电力用实践探索出一条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之路，董事长高旻
东也因此有着更加深刻的感受。

记者! 江苏历来是高低压开关

设备及变压器生产厂家的集聚区!

太平洋电力能做到全国第一! 靠的

是什么"

高旻东! 我们从事的原本是传

统的机电产品制造业，能生存下来
并发展到今天，靠的是通过自主创
新，不断进行结构调整与产品升级，
从普通电柜生产厂家向掌握核心技
术的科技密集型企业转型。我们自
主研发的高压电柜，打破国外垄断，
替代进口产品用于各大高铁项目，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记者!相对于技术领先#背景雄

厚的国际公司! 中国企业的自主研

发是一条艰难的路$ 为什么选择走

这条路"

高旻东!以国产化替代进口，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是没有牢固
的技术壁垒，外国公司凭什么垄断
市场卖高价？我们也尝试过与国外
公司合作生产，但一件事让我们下
决心走自主创新之路。当时，我们与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合作，引进他们
的核心部件组装成品，成功中标深

圳地铁1号线。正当我们满怀信心
参加南京地铁项目招标时，阿尔斯
通突然宣布，所有部件价格上涨
30%，太平洋因此成为此次竞标的
“标王”，痛失订单。这件事让我们深
刻感受到：核心部件掌握在别人手
中，处处受制于人，企业没有话语
权，就谈不上生命力，所以下决心进
行自主研发。

记者!第一次尝试顺利么"

高旻东!万事开头难。从2003
年起开始的研发过程历时整整5
年，当我们投入数千万资金、克服重
重困难研发的产品终于问世时，意
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由于市场一
直被国外产品垄断，用户对产品品
质和稳定性要求高，国产货没人敢
用。中天钢铁成了我们的第一个用
户，订购的首批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货值700万元。使用一段时间，觉得

各方面都很好，又追加订单，至今已
购买了数千万元的产品。很快，我们
的产品走出了常州，第一个集团用
户是安徽淮南煤矿，产品品质受到
广泛认可。2007年，我们成功中标
深圳地铁续建工程，货值4800万
元，这是完全国产化产品在地铁领
域的首次运用，运行效果受到一致
肯定。2013年底，深圳地铁9号线、
11号线招标时，我们在与国际品牌
的竞争中轻松胜出，中标货值9600
万元，价格高于ABB等国际品牌。

记者!价格高于国际品牌"低价

不是许多中国厂家与国际企业竞争

最重要的筹码么"

高旻东!价格当然重要，但客户
更在意的是产品品质，特别是像我
们这样的涉“电”行业，产品质量直
接影响运行安全。在与国际企业的
竞争中，我们不靠低价取胜，靠的是

国际水准的产品品质。在国家权威
机构的检测中，我们的产品性能已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相当一部分技
术参数已超越国际品牌，这才是核
心竞争力。

记者! 回首十多年的转型升级

之路!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高旻东! 转型对传统企业来说
不是件容易的事，破茧成蝶要经历
怎样痛苦的煎熬，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明白。回想当年那么多同行，如今
剩下的屈指可数，又不得不庆幸当
初的选择。在生意好做的环境里，人
容易产生惰性，“温水煮青蛙”，不知
不觉就失去了活力，一旦危机到来，
往往悔之晚矣。每个行业都有自己
的生命周期，既然转型升级是传统
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晚转不
如早转，被动转不如主动转。只有这
样，企业才有未来。 崔奕 汤志坚

新科空调推出
智能变频新品

继移动空调、不滴水空调后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新科电器获悉，继“智尊”系列
新品后，本月中旬，新科再度重磅推出“智铂”系列中高端
新品，包括直流变频节能空调、智高能效定速空调，受到
经销商、消费者广泛关注。

新科空调立足市场20年来，素有创新传统，早在
2003年，世界首台洁净变频空调就在新科诞生。

重组后的新科空调以“好品质、好生活”为品牌理念，
打出创新崛起战略，将研发团队增至6个，每年研发费用
超过5000万元。两年多来，陆续推出了120款系列新
品，包括移动空调、节能空调、不滴水空调、加湿空调、净
化空气空调、一键启动空调等。

去年，国内空调领域研发领头人舒乐华的加盟，为
新科空调带来了更强的技术力量。2014年度起，新科
空调启动三大战略，除了人才战略和品牌战略，还包括
创新战略。

本月初上市的“智铂”等系列新品，属于中高端产品，
是新科空调联合国家级检测中心、上海设计院等，历时1
年研发而成，代表了国产家用空调最新技术水平。这种空
调采用智能变频技术和节能定速技术，最大卖点是人性
化设计。如调温，通过智能感控技术和温控技术，实现室
内适宜温度、人体舒适度、空调最佳运行温度三维智能管
理，用户几乎察觉不到室内温度波动，而且智能省电。再
如送风，传统空调是档位调风，这种空调采用无极调速，
根据体感风速档位精确选择，且上下左右全方位摆风，实
现立体送风。这种空调还运用了超静音技术、室内机热干
燥清洁技术，营造四季如春的卧室睡眠环境，很适合失眠
人群、觉轻人群卧室空调。

智铂系列的外观设计相当超前，机身超薄，厚度仅
19厘米，外观采用类似苹果手机的弧形边框，搭配双层
面板，有象牙白、香槟金、曼妙红三种颜色，亮丽时尚。

虽然新科智铂系列空调定位中高端产品，但却是中
端售价。新科空调市场部总经理潘克庆表示，这主要是由
新科特殊的配件供应决定的。新科空调的控股公司是丰
润集团，丰润集团下属的丰润电器，主营冷凝器和蒸发
器，具有规模效应，由
兄弟公司供应主要配
件，让新科空调的成
本优势十分明显。

%刘一珉&

武进出台政策
激励企业创优

获国家名牌产品奖励20万元
本报讯 近日，武进区政府出台了促进工业发展的

相关奖励政策，其中，对质量、品牌创建获得突破的企业
给予5万元至20万元不等的奖励。

武进区明文规定，对当年新建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委员会工作组（WG）
的，分别奖励30万元、20万元、10万元；对当年完成主
导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企业，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和5万元。

对当年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优质产品示范区（优质基
地），分别奖励20万元和5万元；对当年获得国家名牌
产品（质量奖）或江苏省名牌产品（质量奖）的企业，分别
奖励20万元和5万元。

对当年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
可（CNAS）或工信部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
室的企业，奖励 20万元；通过省计量认证(CMA)的企
业，奖励10万元。 %胡耀珺 刘一珉&

研制成功数字大屏幕投影光源
普罗斯电器打破国外产品垄断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普
罗斯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部
获悉，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
数字电影放映氙灯已全面进入
市场应用，从而打破了国外产
品垄断的局面。

氙灯是电影院最基本的
耗材，衡量氙灯质量的首要标
准就是亮度，亮度是否合适直
接影响到影片放映效果，特别
是3D电影对于亮度的要求更
高。作为大屏幕投影光源的数
字电影放映氙灯，是一种新型
的高功率光源，主要应用在数
字电影放映、商业投影显示等
领域。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鼓
励从胶片机向数字电影发展，
以及社区、农村公益文化事业
的发展，数字影院、流动式数字
播放机大规模增加，数字电影
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数字电
影放映光源需求呈现蓬勃发展
态势。但国内高端投影光源领
域长期以来一直由国外产品占

据主导与垄断地位。
普罗斯电器（中国）有限公

司经过近3年时间的研发，2012
年正式推出数字电影放映氙灯，
并在2012年的北京BIRTV展中

正式向公众展示。目前，开发成
功4大系列20多个型号的数字电
影放映氙灯，产品性能均达到国
际主流数字放映设备与院线的
标准要求，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同

类知名产品水平，产品可用于巴
可、索尼、科视、NEC等电影放映
机内。

普罗斯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创建于1986年，是国内领先的光
源龙头企业之一。数字电影放映
氙灯光源属于普罗斯照明特种光
源项目，总投入1.5亿美元，列入
常州市重大建设项目。该项目于
去年3月开工，一期已完工，整个
项目预计2015年9月竣工。

普罗斯电器（中国）公司总经
理刘凯表示，上周国家发布了电
影产业扶持政策，数字电影放映
氙灯市场潜力可观。特种光源项
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形成年
产特种光源35万只，年产值将达
到12亿元人民币，其中数字电影
放映灯将是主打产品，有望再经
过3年左右时间，将达到具备年
产5万只全系列数字电影放映氙
灯光源的能力。此外，该项目还将
生产生物杀菌灯、PCB（光刻）灯、
生物分析用准分子灯等。

%刘一珉 文
!

摄&

今年计划招生!"名
旷达联合高职开校企合作班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获悉，该公司今年将继续与洛阳成校合办“旷达
班”，今年计划招生40名，将于9月开班。

上市公司江苏旷达集团位于雪堰镇，主营汽车座椅
及内饰面料，设备95%为进口，对一线工人的技术需要
较高。近年来，该公司同其他制造业企业一样，也出现了
“缺技术工而不缺普工”现象。为此，去年，旷达集团与洛
阳成校进行校企合作办班，为企业对口培养专业技术岗
位人才，首届学生招收了近40名应届初中生。

旷达班采用“职高（3+2）大专”培养模式，招收应届
初中生，二年级时，学生可以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录取后
升入大专课程学习，毕业后颁发大专毕业证书。为鼓励学
生就读，旷达班实行“带薪”就读，公司为每一位学生提供
每月500元的生活补贴，每学期还结合学习成绩和综合
表现，对学生评定不同等级的奖学金。

旷达班的课程注重实用性，除根据企业特点设置规
定的课程，还安排了实用的选修课程。同时，学校还与集
团灵活对接，公司为学生安排了专用的实训区，并安排实
训师傅一对一教学，举办实训技能比赛，激发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 %胡耀珺 刘一珉&

天晟新材
拟转让高晟再生
本报讯 天晟新材23日晚间公告

称，因公司持有的常州高晟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下称“高晟再生”)自成立以来一
直处于亏损状态，对公司业绩拖累较大，
因此将其100%股权转让给自然人霍文
勋、郑志农，转让价为人民币10万元。

天晟新材表示，根据公司的战略目
标,公司将加快对现有业务结构的调
整，通过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剥离盈利
能力不强甚至亏损的子公司，将集中
精力和财力强化主营业务，改善公司
财务、资产状况，有效降低财务风险和
经营风险，增强公司持续经营和健康
发展的能力。本次股权出售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公告显示，高晟再生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废旧橡胶塑料
的回收，再生复合板材的制造、销售。
2013年，高晟再生亏损 959.73万元；
2014年1-4月，公司亏损63.54万元，
截至2014年4月30日，高晟再生净资
产为-79.14万元。 %秋冰&

对话掌门人

新药研发中心二期工程启动
常州四药着力研发新药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
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获悉，坐
落于天宁区凤凰新城生命健
康产业园的四药新药研发中
心暨产业化基地二期工程于6
月20日正式启动，预计明年5
月建成。该研发中心总投资10
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
已按高标准建设要求完工，引
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正进入安
装调试。

常州四药技术总监、原料
药厂厂长王晓东告诉记者，研
发中心的“三期”定位各有不

同：一期工程是扩产升级版，主
攻新品产业化，将现有研发成
功并获批的新药进行产业化生
产，并将原药品生产线进行产
能扩张，实现产值、利税翻番。
二期工程是创新升级版，主攻
新品研发，随着今年 11月研发
大楼投入使用，将加大与中科
院科研所、医科院药物所、中国
药科大学、南大、北大等科研院
所合作，研发新药技术，形成一
批新的生产增长点，实现滚动
发展、保证公司总产值再翻番
的目标。三期工程是国际合作

升级版，主攻与美、德知名跨国
公司和日本高科技公司合作 5
只新药，引进新型制剂技术和
生物高分子材料技术，研发最
新技术和剂型；借鉴国外新技
术、新工艺及新材料运用的成
功经验，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在
DDS新药和 TTS新药的控缓
释技术、无菌冻干针剂等高难
度领域的技术攻关，真正成为
现代药剂学创新与发展基地。

常州四药至今已开发新药
20多只，获自主发明专利54项，
与上海医工院科研合作承担的

“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抗高血压沙坦类药物的
绿色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
目》，日前被评为上海市科学技术
进步一等奖。今年1月至今，该
公司生产销售同比增长25%，上
缴税金1.6亿元，创历史新高。奥
克、缬克、兰苏三大名牌产品销售
分别增长 22%、28%、58%，一只
抗抑郁胶囊成品药2012年开始
出口美国高端市场，日前第三次
顺利通过美国药监局（FDA）现
场检查，订单将大幅度增加。

%蒋锤 周小莉 张凌宇 秋冰&

普罗斯数字电影放映氙灯产品

工作人员正运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对产品进行检测 魏作洪/!摄

亚玛顿拟在中东
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报讯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公告，根据

公司海外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中东地区出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项目总投资不超过2000万美元，注册资本不
超过2000万美元。

公告显示，境外公司主要经营超薄双玻光伏建筑一
体化（BIPV）组件及配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节能照明组
件、节能与微电子用玻璃的销售及太阳能电站项目的设
计、开发、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公司在中东地区设立全
资子公司，不仅能拓展公司的经营规模，有助于公司未来
开拓与发展海外市场，也可以规避海外贸易保护政策对
公司的影响。 %秋冰&

拟认购信托产品
南方轴承

本报讯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6月10日公告，南方轴承与方正
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方正东
亚·方泰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出资
3500万元向方正信托认购“方正东亚·
方泰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363期
信托计划”。

据介绍，在确保生产经营、募投项目
建设、技改扩建等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
提高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公司可
使用不超过15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
择机购买最长期限不超过2年的中短期
低风险信托、银行理财产品等监管机构
批准的金融理财产品和工具，余额可以
滚动使用。这次出资3500万元购买的信
托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3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5.39%。%秋冰&

“益菌加”入选国家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常州高新区获

悉，三晶孵化器内企业———常州益菌加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尼古拉·朱
可夫（保加利亚籍）承担的“乳酸菌及益
生菌类微生态制剂冻干粉的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入选2014年度国家高端外国
专家项目（经济技术类）。全省仅有13
名外国专家获此殊荣。

据悉，国家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是国
家外国专家局为配合“外专千人计划”实
施，搭建富有活力、以用为本的高层次外
国专家引进平台，自2011年起设立，重
点引进国家科技、产业发展和学科建设
重点领域的非华裔专家，对入选项目的
外国专家给予经济、政策上的重点支持。
常州益菌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Pro-
bio-Plus）是2010年常州市领军型创
业人才项目，在高效团队的带领下，
2011年5月取得了其它食品(复合乳发
酵菌制剂冻干粉)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目
前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食品生产许可证
的益生菌冻干粉生产企业。

%肖和平 符刚国 崔奕&

新品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