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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市场：全球
——波士顿项目概况

波士顿大容量锂电池：建设亚洲最大产地
——我市重大项目进展跟踪（2）

小容量锂电池市场日趋饱和

记者日前走进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
园，顿时，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厂房
映入眼帘。

在这片热土上，波士顿电池（江苏）
有限公司已完成首期投资：坐落在中央
的办公楼与各项功能辅房有机组成一个
服务区域，3大生产流水线围绕服务区
呈U型连接，处于U型口的两扇大门并
排朝南，形成了从原料到产品东入西出
的循环。而各种花草树木精巧点缀其间，
让企业宛如一座花园。
“这样布局，是为了高效管理与便捷

服务。”公司工业关系主管罗志旭告诉记
者，从2011年注册，到 2013年 5月投
产，公司通过1.2亿美元首期投资已开
始试生产，去年实现纳税销售 1.35亿
元，今年 6月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纳
税销售6亿元。目前，正在有序实施二
至五期项目建设，整个项目总投资为5
亿美元。

"项目篇
比火柴盒稍大的电池———

上千个组成一辆电动汽
车动力

“波士顿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配套生
产锂离子电池。”在产品展示厅，罗志旭
拿起一个比火柴盒稍大的电池向记者介
绍，上千个这样的电池，通过组装，充电
后可为一辆电动车提供足够的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士顿锂离子电
池能进入我国、入驻溧阳，是金沙江创投
公司创始人伍伸俊先生的“价值发现”。
罗志旭告诉记者，成立于2005年的波
士顿电池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主要为电
动车、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生产高技术的绿色电池。2011年至
2012年，执掌世界顶级投资公司金沙江
创投公司的伍伸俊先生，在看好我国电
动车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后，果断携手
FoundationAssetManagement及
OakInvestmentPartners，为波士顿
电池在我国注入两轮投资，一轮在北京
成立技术中心，专门从事先进动力锂离
子电池管理系统，以及电池包成组的设

计开发和技术支持工作；一轮在溧阳斥
资5亿美元，专司锂离子电池研发与生
产。伍伸俊由此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中
国波士顿电池公司董事长。

波士顿溧阳项目五期建成后，将成
为亚洲最大的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

已用于近30款电动汽车———

半小时可充电 80%，使
用寿命长达10年

依托一批优秀工程师组成的国际化
科研团队，波士顿电池先后创造了180
多项专利，以独有的混合三元体系材料、
优选的稀土配方与创新的结构设计等核
心技术，使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产品寿
命长、安全性好、绿色环保、可快速充电、
耐高低温等 6大优势。就快速充电而
言，半小时内可充电量达 80%，经客户
端测试，可比竞争对手多跑30%路程；

再拿耐高低温来说，它能承载的工作温
度宽泛值从零下40度到零上70度；而
使用寿命，则长达10年左右。

产品的综合优势，使波士顿电池很
快成为全球领先的电池提供商。目前，已
分别与北汽新能源、郑州日产、台湾裕
隆、东风汽车、苏州金龙、安凯集团、杭州
电网、五洲龙等开展合作，为近30款电
动汽车提供动力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服务篇
比国际竞争对手领先2年

溧阳波士顿锂离子电池项目是
2011年底签约的，很快，便与北汽新能
源展开合作，由此接获第一批订单。然
而，当时厂房建设还未启动，要按时完成
订单，缺乏合适的生产场所，公司为此一
筹莫展。

溧阳市委、市政府得知情况后，立
即帮忙协调，把溧阳留学生创业园
3000平方米厂房及时供波士顿初期启
动业务使用，使公司出色完成第一批订
单。为了让波士顿能边生产边基建，该
市在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绿色能源
产业园划出首期 120亩土地用于项目
建设，各个职能部门则相互协作，在项
目启动前帮助完成通路、供电、供水等
设施建设……

由此，首期项目仅1年多时间就完
成建设与达产，比国际竞争对手整整领
先了2年！

盖一个章要几天？

2011年10月作出投资决定，11月
注册成立波士顿电池江苏公司，12月份
厂房正式开工———波士顿在溧阳创下
了有史以来最快的投资速度。奇迹的背

后，蕴涵着溧阳和常州亲商安商的深情
厚谊。

该项目先后被确定为常州“510”行
动计划项目和省级重点工业项目。更让
人感动的是，为了促进项目尽快竣工达
产，园区领导亲自挂帅，并专门抽调精干
力量成立服务小组，全程跟进，全面服
务，对梳理出来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项目申报有多道繁杂程序，由于周
到服务，商务审批、工商注册、组织代码
许可证等事项都在短期内得到办理，其
中 3项省级盖章审批也只用了 1个多
星期。

"创新篇
打 好“ 组 合 拳 ”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小容量锂电
池，如手机电池、笔记本电脑电池等生

产日趋饱和，而大容量动力锂离子电池
尚未形成市场。在电动车及大型移动
电源应用领域，铅酸体系电池仍占主导
地位。在追求低碳经济、绿色环保和调
整能源结构的今天，引入高性能与稳定
性好的锂离子电池生产技术并迅速量
产，成为发展我国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
的迫切需求。对此，波士顿电池抢先一
步，从美国总部把携式电源锂离子电池
和大容量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引到了
溧阳。

为了提高竞争优势、占领市场高地，
该公司创新出一套“组合拳”机制：依托
创投公司雄厚的资本支撑，成立经验丰
富的管理团队，建立锂离子电池技术平
台，调集电池领域一批技术精英，研发自
主产权的先进专利技术，规模化开发具
备卓越性能的电池产品。

这套“组合拳”很快打出了神威，研
发生产的锂离子电池产品性能达到国际
水平。

高瞻远瞩 力成典范

“要在溧阳建成亚洲最大的锂离子
电池生产基地，还必须再打一场整体战
役。”公司运营总经理饶忠儒表示，这场
战役分四步，就是渐次推开2至5期建
设，最终形成锂离子电池生产的完整产
业链。

记者在现场看到，投资 4100万美
元的二期项目已经启动，今年底可完成
设备安装调试；3期设备安装调试到明
年 6月可完成；接着，还有 4至 5期。
整体战役告捷后，每年可为 7.5万辆纯
电动车提供动力电池，年实现产值 33
亿元。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去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 7.4万多辆，同
比增长320%，而未来6年还将加速增
长。高瞻远瞩新能源产业，溧阳已把波士
顿电池项目作为“北京中关村与江苏中
关村区域合作的典范”来抓。

魅力常州 精彩故事

“说上就要上”

波士顿电池（江苏）有限公司拥有大
批进口设备，它们来自日本、韩国、美国
以及我国台湾地区。

该企业采用的是全自动生产模式。
由于大多数设备都是定制的，设备厂商
会来溧阳指导一阵，但一段时间过后，受
客观条件制约，要保证自动化设备的顺
畅运行，企业必须建立起自己坚实可靠
的工艺技术团队。

在企业一期生产试运行阶段，一台
从韩国进口的设备突然发生凸轮错位故
障，对电池生产线正常运作造成影响。在
那样的突发故障下，让韩国设备的技术
人员到现场指导不现实。

当时，该企业运营团队总经理饶忠
儒迅速调集公司设备和自动化专家，组
建攻坚小组，启动应急计划，优先保证锂
电池生产顺利进行。历经10多个小时
连续不断试验，最终，成功破解了故障原
因，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了自动化生产
线的正常运作。

该企业自动化经理周同虎经历了此
事，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他依然激
动：“那一夜，我和同事一直工作到凌晨
4点才回去，吃住都在车间。不断调整方
案，每试验一次就要1个多小时。”

对于工艺技术团队在此事上的表
现，饶忠儒表示充分肯定。他说：“拥有钻
研态度和优秀能力的团队，使企业面对
任何困难都不怕。无论遇到什么，我们说
上就要上。”

在这个企业，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正是这些背后的故事，才支撑起了波士
顿电池项目在溧阳的顺利投产，为全球
客户带来了性能优异的产品选择。

生
产
总
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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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我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公交车
能延伸到公司附近。这样，就能解决
员工的上下班问题。”

波士顿电池（江苏）有限公司生
产总经理饶忠儒日前告诉记者，项
目一期建成后，公司招收本地员工
500多人，由于地处新园区，而新园
区正在建设中，公交车尚未通达，员
工上下班成为一道难题。对此，该公
司只好租用3辆大巴车，每天早晚
接送员工，增加费用不说，关键是要
把分散在全市各地的员工按时接到
公司上班，难度很大。由此，影响了
生产。

饶忠儒说，考虑到项目二至五期
建成后，员工将增至1000人以上，
他们向当地政府提出为新园区开设
公交线路与站点的建议。建议提出
后，短期内就得到了解决，这让他们
深切感受到，投资一个项目，不但需
要与项目直接相关的硬环境，同样需
要各方面的服务软环境。这些，都是
保障项目推进的动力。

有
关
回
应
并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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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针对波士顿电池（江苏）有
限公司的期盼与建议，溧阳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在及时赴
实地调研后，专门召集相关部门
召开协调会，并指定交通等部门
从速落实。

溧阳客运公司接到指令后，总
经理强卫忠亲自率公交人员实地
勘察，对增设线路与站点进行合理
布局。针对园区之前有一班17路
公交车单一线路，该公司于去年7
月1日开通了23路，今年2月11
日又开通了 33路，早班车为 5:
40，末班车下午6点。这3条公交
线与其他公交线实现转车衔接，全
部途经波士顿公司。
“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做到‘支

持企业天经地义、服务企业关爱有
加’，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发展。”溧
阳市常务副市长周卫中表示，受波
士顿建议启发，溧阳下一步将充分
利用公交优势，要为所有新落户企
业提供员工上下班便利。

全球领先的电池生产商
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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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波士顿锂离子电池

坐 落 地 溧阳市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

投 资 规 模 ?

亿美元

主 打 产 品 锂离子电池#电池组

产品使用领域
纯电动

@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电动

自行车
A

电动滑板车#笔记本电脑#便携

式电子产品#公共储能设施

目 标 市 场 全球

达产后年销售 ==

亿元

用 工 总 人 数 $$%%

人

主 要 工 种 自动化设备操作工

关联带动产业 电动汽车#机械加工#化学粉体

关联带动服务业 物流#工厂物业服务#工厂
6B

服务

投 资 方 介 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