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04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于浩 E-mail：shangxy610@163.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公司

2012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迈进“全球最忙机场”行列，吞
吐量突破 3000万人次，达到 3159.5万人次，成为全国第五家、
中西部首家进入“3000万级机场俱乐部”的机场。

在这张漂亮的成绩单后，离不开九洲集团旗下的空管公司

UAT数据链的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DS—B）系统的支持。
何为 ADS—B？
“简言之，就是给机场装上智慧的大脑，实现众多飞机顺利

起飞、降落等各种指令的通讯和监视的信息系统。”九洲空管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0年 12月 31日，基于九洲在空管领域多项技术填补国
内空白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技术积淀和国家空域管理改

革、国产支干线飞机研制、大飞机研制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机遇，

四川九洲空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应运而生。在这一个个诸多利

好面前，九洲空管正向着集研发、生产、试验于一体的中国最

大、世界一流的军、民用空管系统产业基地大步迈进。

这也是九洲集团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以军工为根基，以

民品求发展，铸就百年九洲基业的重大战略之举。

10年前，当九洲向 10亿大关冲刺时，军品销售收入占
90%，民品只有 10%左右。而盘点如今百亿九洲的“大盘”，民品
占到了 90%以上。在这一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九洲以提倡军技
民用、民技军用、军民技术共同发展。公司一方面充分发挥军工

技术优势大力抓好民品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民品发展

取得的成效反哺军工，巩固和扩大了军工阵地，使得九洲既包

括军工产业，又包括民用产业的“3+1”产业（基础产业、目标产
业、机会产业和其他产业）的结构不断得以优化，走出了一条富

有九洲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之路。

目前，九洲的军工产业已从建厂时单一的军工产品发展到

空管系统、指挥通信系统等八大领域，民用产业也从最初的有

线电视拓展到“空管、三网融合、LED、物联网、线材线缆、通信、
软件与电子商务、卫星导航”八大支柱产业领域，形成了“多领

域军工产业、多元化民品产业、多融合军民融合共用产业”协调

发展的多元化军民产业布局。

这一被九洲集团作为“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所

要重点发展的八大民品支柱产业，已经逐渐成为九洲未来发展

的重要支撑：

在三网融合产业方面，九洲曾在城市双向网络改造中，先

后为全国 50多个城市提供服务，并完成了 2000余万户有线电
视网络改造。去年以来，先后中标云南直播卫星公共服务户户

通设备采购项目，合同金额高达 2.78亿元；中标乌克兰高清无
卡 CADVB—T2项目，合同金额达 3296万元。数字卫星接收机
销量达到 1001.18万部，继续保持行业前列。九洲下一步将着力
打造适合我国国情，“三网融合”、有线无线结合的下一代广播

电视网，并着手投资建设中国西部最大的“三网融合”终端产业

基地。

在 LED绿色照明产业方面，九洲先后投入 5亿元建设了
绵阳、深圳两个 LED产品科研生产基地。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等成立联合实验室，与

飞利浦、埃索科姆、夏普等多个全球 LED产业巨头建立了紧密
的合作关系，承担了多个国家“863”计划、高科技产业化项目。
并先后承接了香港地铁、澳门机场、上海外滩、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 T2航站楼 LED照明工程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产品强势打
入南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市场。在九洲 LED产业版图中，九
洲计划总投资 63亿元，力争到 2020年实现产值 200亿元，成
为行业领军型企业。

在物联网产业发展方面，目前，九洲已经形成了软件平台

和硬件产品两大类物联网产品，取得了 39项专利技术和 9项
著作权，获得了省级科技进步奖、行业内各大奖项共计 30余
项，参与国标及国家行业标准制定与修订共计 5项。九洲计划
投资 20亿元，引导物联网产业向规模化、高端化、服务现代化
方向发展，率先建成西部最先进的物联网信息中心。

在卫星导航设备产业方面，立足军民两用，做“北斗二代”

的领军企业。九洲承担了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多项北斗应用研

发和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研发生产的北斗多模卫星导航定位

与接收机及整机设备已在军民用行业投入使用。目前，九洲正

在发起成立四川省北斗卫星导航产业联盟。

值得一提的是，在九洲着力培育的这八大产业中，有五大

板块符合国家“十二五”努力振兴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这昭示着九洲冲刺“千亿九洲”又一轮跨越发展的美好未

来！

四川九洲
军民融合领跑新型工业化之路

近日，国家科技部下发《关于 2012
年度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立项的通

知》，共有 35个工程技术中心列入 2012
年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项目计

划。其中，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获得科技部批准，组建“国家空管监视

与通信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九洲电器集团是一家发起于共和国

“一五”期间 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大型高
科技企业，地处绵阳国家科技城，也是四川

省第二家产值过百亿的电子企业，其综合

效益位列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前 30强。
在建业 55载的磅礴征程中，九洲始终

以一种务实而为的精神和崇实尚本的作

风，推进企业的科学与快速发展：公司连续

5年跻身“中国制造业前 500强”、连续 11
年跻身“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如今，以聚焦主业和创新内驱为内

动力的九洲集团，正朝着“千亿九洲”这

一目标而努力。

步入 2013年，九洲发展态势强
劲：1—3月，各项经济指标创历史
新高，实现工业总产值 35.1亿元，
同比增长 16.08%；销售回款 41.61
亿元，同比增长 24.34%；营业收入
35.76 亿元，同比增长 26.50%，实现
首季开门红。

1月 22 日，在国家空管委办公
室组织的体育公安武警系统低空监

视项目机载便携式 ADS—B 终端招
标中，九洲再次成功中标，这也是自

去年以来，九洲空管产业中的第九

标；九洲还成功中标国家商务部组

织的“全国肉类蔬菜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项目”，中标金额 4300万元；其
LED 产业在国内市场成功签约
3500 万元的基础上，在国际市场的
开拓上与欧司朗、安达屋等国际大

客户签订订单 1309万美元，预计全
年将完成 3600万美元，相当于去年
的 3倍……
“突出科技创新、壮大支柱产

业、提升效率效益”。全国人大代表、

九洲集团董事长张正贵表示，2013

年是九洲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的

关键之年，在进一步深化“大军工、

大市场”理念、夯实九洲军工发展根

基的同时，坚持创新驱动，举全九洲

之力加快民品支柱产业发展。继

2012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45.05亿
元、同比增长 20.02%，实现营业收入
150.91亿元、同比增长 20.45%”这一
不凡成就的基础上，九洲又提出了

一个产值与收入“双双跨越 200亿
元”这一高位求进的目标，即 2013
年集团工业总产值计划实现 175亿
元、力争突破 200亿元，营业收入确
保 180亿元，力争突破 200亿元。
“富国强军”，是九洲与生俱来

的神圣使命。从 1956年在简易的厂
房与工棚中为我国成功研发出第一

台某型设备，从此摆脱国外的技术

封锁和束缚，到 1978年某系统获得
“全国科技大会奖”；从 1986年成功
为我国研发出第一套具有自动录取

功能二次雷达某号系统，再到去年

8 月某工程实现我军装备历史上
“四个第一”与填补我军装备“三项

空白”，在这一路走来的不凡历程

中，九洲始终将企业的发展进步同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牢记使命，不负重托，承担并圆

满地完成了数百项国防重大工程，

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

贡献，成为我国电子军工战线的一

面旗帜。

在 2007 年，九洲还被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重

大贡献奖”，集团董事长张正贵在中

南海怀仁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成为全国 370余家地方
军工企业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依托雄厚的科技研发实力，九

洲这些年来加大民品的开发力度，

其中 DVB 产业自 1984 年起，连续
28年稳居市场占有率行业首位，机
顶盒及数字电视产品多年保持行业

第一，年销售机顶盒超过 1400 万
台，年出口量超 1000万台。其 LED
产业和物联网产业也表现出十分看

好的发展势头。在严峻的全球经贸

形势面前，以建设“世界的九洲”为

目标，持续推进国际化战略，企业产

品出口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其中仅去年就实现出口创汇

5.09亿美元，创九洲出口创汇历史
新高，为九洲实施蓝海战略及其发

展外向型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九洲已建成“全国最大的

空中交通管制二次雷达系统科研生

产基地”、“全国最大的有线电视宽

带网络系统科研开发生产基地”以

及“中国数字电视产品行业的领军

型企业”与“中国西部最大的半导体

器件和半导体照明产品研发、制造

与推广基地”。

从首破 10亿元，到跨越 100 亿
元，再到誓言今年企业产值和营业

收入力争双双突破 200亿元，在击
鼓奋进与豪情跨越中，敢于自我加

压和求实奋进的九洲人，计划到

2015年确保 300亿元、力争 500亿
元，到 2020 年确保 500 亿元、力争
1000亿元，继续奋发有为地当好绵
阳国家科技城建设的“领头羊”和我

国电子军工产业的“排头兵”。

建业 55年来，作为国家电子信
息产业的中坚力量，九洲创造了我国

电子信息产业的多个第一：第一套全

频道公用天线系统、第一套城市联网

型有线电视系统、第一套有线电视宽

带网络系统、第一套空管二次雷达系

统、第一套 S模式空管系统、第一套
机载防撞系统……

在一个个填补国内空白，甚至是

被军委首长称之为“争气工程”的背

后，是九洲人骨子里始终有着的一种

实干兴邦、富国强军的豪气，一种不

辱使命、永不言败的士气和一种求索

创新、敢于亮剑的锐气。

“一个企业没有科研就没有创

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卖点，没有卖点

就没有市场！”这是作为全国人大代

表、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获得者的九

洲集团董事长张正贵，在带领九洲一

路走来时，始终信守的一个观点。

在九洲高速发展的背后，并不单

是产品的扩张，而是源源不断的人才

集聚与技术创新。九洲始终将科技进

步与自主创新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

性工程来抓，年科研经费的投入占销

售收入的 8%—10%，较之中国电子
百强企业 4.8%的平均水平高出近一
倍。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一五”以来，

九洲就在科研投入上累计达到 30亿
元以上，在中国电子百强企业中位居

前列。

依托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和博士后工作站，九洲建立了以绵阳

本部为中心，以九洲中央研究院为依

托，以北京、成都、深圳、重庆等四大

分中心为平台的技术创新体系，涉及

研究领域近 20个，年科研项目 300
余项，承担国家“863”、“973”科研项

目 6项，承担国家、省、部委科技创新
项目 100余项，累计申请专利 1281
件，多项技术和产品解决了世界性难

题，填补了国内空白，走出了一条从

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

自主创新的成功之路。

在九洲，“人才工程”始终是企业

发展的第一工程。早在 1996年，九洲
就率先在企业界响亮地提出“科技兴

企，人才强企”战略。当年，九洲贷款

1350万元，打破国企几十年的论资
排辈，将建成的 200多套住房的 60%
分给了年轻的技术骨干。

近年来，九洲通过大力实施富有

九洲特色的“人才工程”和“专家工

程”，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汇聚九洲。

一组数据最有说服力：10 年前，九
洲仅有一名硕士，科研人员 300多
人。10 年后的今天，九洲已拥有博
士、硕士 400多人，专业技术人员
5000人。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当许多处于

困境中的企业优秀人才面临重新择

业时，九洲意识到这正是做大做强、

蓄积人才的难得机遇，于是在全球引

进科技研发、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

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83人。在这些人
才中，台湾地区一个优秀营销团队被

九洲集团整体“收编”，这在业界引起

了不小的轰动。

除了整合自身的人力资本和创

新资源外，九洲还走产学研之路，与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

中电科技集团、中航工业集团、美国

Intel、法国 Iwedia、印度 Wipro、韩国
K2等国际国内著名高校、知名公司
开展技术合作，建成了 8个联合实验
室，实现资源共享，加速了自主创新

和成果转化。

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

才，用机制激励人才。在九洲内部，建

立了一系列制度，为 1万多名员工创
造了一个能够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

值的天地。独具特色的技术、管理“三

师制”、操作员工“技师制”等，为九洲

产业人才铺设了多渠道、多层次的职

业进步通道。普通钳工游洪建在九洲

成长为高级技师、首席技师，获全省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钳工第一名。他还

在某项目技术研制中，解决了一大难

题，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被评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电

镀班班长何锡勇从事电镀工作 22
年，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了精彩的

人生，获得多项省部级和市级奖励，

经国务院批准，被评为 2012年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近 10年来，九洲每年拿出数百
万乃至千万元重奖各类优秀人才，

实行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科技奖金制

度，激发高层次人才和专家创新创

业，推进了九洲新型工业化步伐。

人才创新体系支撑着九洲的技

术进步和快速发展。九洲专利申请

数量以每年 25%的速度增长，成为
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示范单位。

周冰 庞志刚

军民并举 铸就百年基业

从“九洲制造”到“九洲创造”

创新发展 冲刺千亿企业

2002年到 2012年，九洲集团总资产从 16.37亿元增

长到 147.62 亿元；净资产从 4.06亿元增长到 45.64 亿

元；营业收入从 8.3 亿元增长到 150.91 亿元，平均增长

速度达到 36%以上，实现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国际出口

从 2704万美元增长到 5.1亿美元。

九洲集团连续 11年跻身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行

列，排名从第 100位上升到第 26位；位列中国制造业企

业 500强第 348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九

洲“某工程重大贡献奖”。九洲的发展得到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关怀和鼓励：张德江为九洲题词“面向市场，创

新发展，军民融合，唱响九洲”，鼓励九洲为国民经济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和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刘奇葆赞誉九洲“一个军转民的样板”。

企业档案

2012年11月15日，九洲集团中央研究院成立

九洲空中交通管制信息中心

创造世界救灾史上大规模安置转移受灾群众奇迹的九洲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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