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产T系SUV、Z系轿车
以及E系纯电动汽车

———众泰金坛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左列黑体） 众泰汽车金坛基地（右列活体）
坐落地 金坛经济开发区
投资规模 75亿元
主打产品 众泰第三代代表产品T系SUV、Z系轿车、E系

纯电动汽车
产品使用领域 各类交通出行
目标市场分布 国内外
预期投产时间 2016年前
达产后年销售额 300亿元
年实现利税 30亿元（达产年）
用工总人数 1000人以上
主要工种 机械、电子、汽车装备等
关联带动产业 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橡胶、气囊等
关联带动服务业 汽车维修及保养、物流等

一群“飞人”
众泰金坛项目的签约，圆了金坛和

常州多年的汽车整车梦。但是，很少有人
知道，这一项目从双方第一次接洽到签
约，仅仅用时半个月。

去年4月18日，众泰集团董事长吴
建中参加江浙企业领袖圆桌会议。会上，
江苏省副省长史和平提议两省要加强合
作，优势互补，欢迎浙商来苏投资发展。

5天后，吴建中接到金坛市市长狄志
强的第一次电话。之后，狄志强连续3次
赴杭，与众泰接洽并拟定合作协议。

15天后，吴建中和他的团队来常
州、金坛调研，受到常州市委书记阎立热
忱接待。

20天后，也就是5月6日，众泰金坛
项目签约。
“其中，双方做了充分准备。”众泰金

坛项目副总指挥朱琛琦说。签约当天，众
泰18人的团队就驻扎下来，为在“十二

五”期末前实现首台整车下线而奋战。
项目建设期压缩1/3，工程质量如何

保证？据了解，整个工程设计方和监理方
都是目前我国汽车行业综合实力最强的
甲级单位，它们是长春市九院以及洛阳
市四院。

众泰员工李大华负责跟进九院设计
进程，“我现在是不折不扣的空中飞人”，
每月平均要飞长春2次，每次待一周以上。

紧盯图纸进度、现场校核新出的底
图、晒蓝图、理图纸，李大华一人顶3人
用，“九院的领导常开玩笑说我算是项目
的设计副主师了”。

怎样把图纸运回金坛？为了节省时
间，众泰也将普通走快递的方式改为直
接空运。这样，原先需要一周以上的运送
时间，直接缩短到24小时以内。
“想尽办法快马加鞭，年底前产出首

台整车的目标可以期待。”朱琛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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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图

众泰汽车剑指300亿
———我市重大项目进展跟踪（1）

12月底首辆下线，常州将实现汽车整车梦

高18米，长440米！
金武路亿晶大道南侧，一排拔地而

起的厂房，在早春的阳光下格外醒目。
“这是已经封顶的6.6万平方米冲

焊联合厂房。这两天，就有大量设备进
场。”本月12日，记者随着众泰汽车金
坛项目现场负责人叶镇祥走进建设工
地，顿时被一种蓬勃的情绪感染了。

叶镇祥指着东侧正在进行基础施工的
现场，说：“这边一片，是涂装、总装和联合
站房等车间厂房，年底也都将竣工投产。”

叶镇祥告诉记者，趁着天晴，现在工
地上各个工种的施工人员超过500人，
他们分布在上千亩的工地内，钢结构屋
顶上、设备基坑中都有人在施工。

而在金武路旁的众泰指挥部临时办
公地，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也同样引人注
目———

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助金坛发展；
泰行天下实业报国图智造升级。

◆项目篇
见识一个项目

去年8月18日，由众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75亿元的众泰第三代汽车生
产基地项目，在金坛经济开发区开工。
该项目建设用地1000多亩，通过新

增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和检测线，实现
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整体生产工艺和装

备水平都将达到国内自主品牌领先水平。
众泰汽车项目投资方在签约当天就

入驻金坛，并展开工程建设前期工作。由
此，创下了金坛工业发展史上招引龙头
项目洽谈时间最短、进场速度最快、单个
项目体量最大的3个“历史之最”。

根据规划，金坛基地今年12月底首
辆整车下线。到2020年，将达到年产25
万辆规模，实现年销售收入300亿元。

将有一串关联带动
众泰的效应，还不仅仅在众泰。
这个项目落户金坛，提振了全市上下

的发展信心，为金坛实现“苦干三年、强基
进位”奋斗目标注入了新的活力。该市由
此提速新型工业化进程，要求以众泰汽车
为核心，充分发挥其产业和技术关联效
应，引进培育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
企业，推动项目单体优势向产业整体优势
转化，力争将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培育
成未来工业史上首个千亿级产业。

记者从金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卢建新处得知，该区以光伏新能源、高
端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和化工新材料作
为4大支柱产业，随着众泰汽车项目的
进驻，全区正着力推进融合众泰汽车龙
头作用的“4+1”发展模式，引导周边汽
车零部件企业集中，同时，注重汽车产业
链招商，尽快形成千亿级企业集群。

以常州郎博、中策橡胶（金坛）、奥托
立夫（江苏）等几十家企业为会员的金坛
汽车零部件商会，也正准备更名为金坛
汽车商会，大力度地延伸产业链。

项目指挥部副总指挥朱琛琦还告诉
记者，这个项目的人力储备也已考虑，4大
车间将引进200多台机器人设备，同时，
今年底将有1000名以上员工到岗。从本
地及周边地区招聘的第一批员工，近200
人，正在杭州实习，马上都将回来上岗。

◆服务篇
在这一片土地上

时刻准备着，机遇就更多。
近几年，金坛经济开发区以创建国

家级经济开发区为契机，实施划定区域
大动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设形
态扩大到58平方公里，成为可以承载
重特大项目的发展平台。

当一大片完成了“七通一平”的土地
展现在眼前时，众泰汽车项目投资方动
心了，并创下了从签约到开工仅100天
的“金坛速度”。

开工仪式上，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建中在致辞时，饱含深情地
表达了对金坛上下支持项目发展的感谢
和在金坛投资的信心。

尽管在规划范围内已完成“七通一
平”基础设施，但按工艺设计要求，整个

工地还需回填土方近百万方，并进行内
部道路施工。对这些，金坛经济开发区项
目服务小组都及时协调，施工方克服金
武路改扩建工程造成的不便，从而确保
了施工进度。

盖一个章要几天？
盖一个章要几天？这种服务软环境，

与“七通一平”相比，常常更重要。
据记者了解，根据性质不同，办理时

间也不同；但是，在这个项目上得到的答
案是：全都是第一时间，最快的是 1天
或者立即完成。

众泰汽车项目签约当天下午，开发
区就从项目服务中心、规划建设局、科技
经贸局和市发改委抽调人员，组成项目
专门工作服务小组，全程跟踪项目落地、
落户、投产、运行服务。服务小组在众泰
项目指挥部设立了办公室，及时了解企
业需求，明确流程，细化分工，第一时间
帮助完成交办手续。其中，在办理多个工
商执照时，尽管核定金坛名称要到尧塘
工商所或东城街道工商所，而核定常州
名称要到金坛行政服务中心，但，无一例
外都是当天办结。
“只要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就没有办不好的事。”金坛经济开发区科
技经贸局副局长、项目服务小组组长储
振华说这话时，目光坚定。

◆创新篇
创新一套机制

“一周一个样！”到过众泰工地的人，
都这样惊叹。

从最初18人入驻，事情千头万绪，
到现在近百人工作有条不紊，众泰汽车
金坛项目指挥部所有人员的共同追求
是：提速，再提速。

在指挥部的近十个部门，几乎每个
部门都挂图作战，从一般工作人员到项
目现场负责人，都是当日事当日清，对外
工作也有专业把关，高效推进。

去年6月起，指挥部还先后建立部
门、领导和团队3层微信工作群，信息畅
通保证了工作日结日清，公司高层即使远
在千里，也能通过收到的工地现场图片等
信息，及时掌握进展。而谁一旦遇到困难，
带着问题和解决预案逐级向上汇报，在群
内，大家共同沟通分析，确定解决方案。

据记者向业内其他人士了解，像众
泰金坛基地这样的规模，行业内一般建
设周期要在24个月以上。而到今年底，
金坛基地4大车间都将联动投产，建设
周期约可缩短1/3。

打响一场战役
企业的追求，感动了政府部门更好

地服务；政府的贴心服务，也感召了企业
不断超越。目前，在众泰汽车金坛项目现
场内外，在金坛市各个相关方面，围绕这
个项目正在全面打响一场战役。

而与此同时，项目实施主体和各有
关方面也深深认识到，百年大计，质量为
本，既要快了再快，也要好了再好，过程
中要力戒浮躁，不留遗憾。

记者在现场看到，冲焊联合厂房钢
结构部分较为复杂，有重钢结构，有网架
结构，还有轻钢结构等，基础施工和钢结
构施工都在协调组织中进行。项目发展
计划部副部长王现林问记者：“这样是不
是省钱也省力？”记者认为理所当然。王
现林说，恰好相反，这样做，增加了建设
成本和施工周期———冲压车间采用大跨
度厂房，最大跨度达33米，使得用钢量
大为增加，建设成本也相应增加；而焊装
车间采用全网架结构，跨度是24米，网
架在地面全部焊接完成后一次顶升。这
样，就增加了施工难度和施工周期。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王现林给出了答案：这样多结构、大

跨度的现代化厂房，必须是高起点，一切都
要更加有利于生产线的柔性化工艺布局。

是的，今天的一梁一柱，都不能为未来
留下遗憾。哪怕是一钉一铆，也含糊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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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泰在金坛长远发展考
虑，项目负责人认为，眼下有3
个方面希望得到关注。
首先是交通环境。向外，一

是金坛目前还未通高铁，希望
能早日开通，二是金坛市内两
个高速入口现有条件都不能
符合成品车发运的加长板车
通行需要，高速入口要加宽改
造；对内，位于金武路的厂房
附近没有公交线路，来往出租
车也少，如果员工需要去往市
区不很方便。

其次是教育环境。众泰金
坛项目达产后用工人数在千人
以上，而且对于中专及以上学
历人才需求会越来越多，但金
坛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无法
直接输入人才。

最后是消费环境。现在众
泰金坛项目员工生活区及厂区
附近，还没有成规模的超市、菜
场等配套场所，员工日常生活
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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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3个问题，金坛开发区及交
通等相关部门表示：

对外交通上，城市规划确定的沿
江城际铁路已列入《苏南现代化建设
示范区规划》，为沪宁通道第2条城
际铁路；金坛交通部门对接高速公路
管理部门和高速道口设计单位，正在
协助企业抓紧落实高速入口加宽改造
工程；对内交通上，在金武路改造全面
竣工后，将在金武路两侧设置7-8对
公交站，计划6月施工。

人才输送方面，离众泰金坛项目
基地 20分钟车程的常州科教城，每
年可为金坛及周边地区培养大批高素
质职业技能人才。同时，常州科教城和
金坛中等专业学校可根据企业用工需
求，为众泰“订单式”培养学生，学生毕
业后直接应聘于企业，为众泰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

消费环境上，众泰金坛项目位于
科教路北侧，依据规划，已在科教路南
侧布局一类居住用地，并设置了若干
邻里中心，下一阶段发展中，公共配套
功能将日趋完善。

众泰集团的6项第一
在全国新能源汽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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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艺流水线和整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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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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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的销量目标!

该集团是中国最早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

化的企业之一#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了
,

项第一$

第一个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整车

发明专利%

第一个获得国家工信部的生产销售许可%

第一个正式挂牌上路%

第一家在纯电动汽车领域与央企合作加

电站网络和配套商业模式%

第一家实现纯电动汽车批量试运营%

第一家实现针对个人的纯电动汽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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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常州 精彩故事

项目名称 众泰汽车金坛基地

坐落地 金坛经济开发区

投资规模 /.

亿元

主打产品 众泰第三代代表产品
0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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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轿车"

2

系纯电动汽车

产品使用领域 各类交通出行

目标市场分布 国内外

预期投产时间 !"+,

年前

达产后年销售额 #""

亿元

年实现利税 #"

亿元&达产年'

用工总人数 +"""

人以上

主要工种 机械"电子"汽车装备等

关联带动产业 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橡胶"气囊等

关联带动服务业 汽车维修及保养"物流等

2014年5月6日 项目签约

2014年8月18日 正式开工

2015年6月底 冲焊联合车间竣工投产%首台白车身下线

2015年9月底 总装车间竣工投产

2015年12月底 涂装车间竣工投产%实现全线联动%首台整车下线

———项目进度5大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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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在金坛投产的众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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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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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建设中的众泰一角! 众泰将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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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汽车等#按规划首辆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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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将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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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车间共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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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台机器人#今年底用工将达
+"""

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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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今年12月底首台整车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