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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日，第十五届上海国际
汽车工业展览会盛大开幕。华晨汽

车以“天宝物华 晨启九州”为主题，

史无前例的携旗下中华、金杯两大

品牌 13 款整车和 11 台发动机重磅
出击上海车展，首次参展的中华

H330、中华 C3、中华 H220、金杯新
海狮、金杯阁瑞斯（新款）等 7 款车
型均为全球首发，不仅带来了一场

汽车生活的饕餮盛宴，也让更多人

深刻领悟了华晨汽车以“品牌创新、

研发创新、资本创新”为核心的“华

晨发展模式”。

作为“华晨模式”的开创者，华晨

汽车掌门人祁玉民在上海车展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汽车工

业的三个核心问题是品牌、技术和资

本。

在祁玉民的带领下，华晨汽车不

断实践和完善“华晨模式”，实现了品

牌、技术和资本的良性互动，开拓出

了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全新路径。企

业综合实力得到迅速提高，为华晨打

造了一个更高层次、更加宽广的发展

平台。从 2005 年的 240亿元到 2012
年的 1067亿元，华晨汽车资产净增
了 800多亿元。华晨汽车进入到了企

业历史上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竞争

力最强的时期，曾一度饱受争议的

“华晨模式”终于取得了直接的成

果。

目前，华晨汽车已经形成了 B 级
车、A+级车、A 级车和 A0级车四大乘
用车平台，H1、H2、阁瑞斯三大商用车

平台。未来，华晨汽车将在高起点自

主研发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以我为
主，外部为辅”的研发策略也将为华

晨汽车的技术研发带来内外两股动

力。

据祁玉民解读，“十二五”期间华

晨品牌、技术、经营的三大目标为，实

现从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的转变。到

“十二五”末，实现整车产销 130 万
辆，发动机 130 万台，力争销售收入
超过 1800亿元；到 2016年，实现整车
产销 150万辆，发动机 150万台，力争
销售收入超过 2000 亿元，实现新的
历史性跨越。

4月 16日，在安徽合肥举行的新
品牌发布会上，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尹同跃正式向外界

公布了奇瑞企业新的发展战略、品牌

战略和产品规划。同时，奇瑞还发布

了具有全新战略意义的企业新 Logo，
标志着实施战略转型后的“新奇瑞”

正式启航。

随着井喷时代的结束，中国汽车

市场进入了激情过后的平淡期。为

此，两年前奇瑞宣布实施战略转型和

体系变革，目前奇瑞明确了“回归一

个品牌”的品牌发展战略，在新的品

牌发展战略下，奇瑞将进一步聚焦优

势资源，全力打造“奇瑞”品牌，提升

品牌溢价能力，进而逐步“向上走”进

入到更高的价值市场。

“可以说，每一个品牌都是一种

投资，资产需要不断积累。在经历了

多品牌战略摸索后，奇瑞明晰了资源

要有效利用，要统一体系和标准，提

高效率。而企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

打造体系能力，并形成核心竞争力和

国际化能力。”尹同跃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

尹同跃还指出，回归“为老百姓

打造买得起的好车”的战略原点，奇

瑞要在强化现有技术均衡优势的基

础上，打造国际化的产品研发体系，

其中包括国际标准的开发思路和流

程、同步互动的系统工程机制以及由

具有丰富经验的国际技术专家带领

的研发团队。

自 2011 年实施战略转型以来，
奇瑞一直以“做好产品”、“做对产

品”、“做精产品”作为企业发展的内

在驱动力，以求进一步提升品牌市

场溢价能力。此次奇瑞发布企业战

略和产品战略的同时，也对未来发

展 方 向 有 了 更 加 清 晰 的 规 划 ：

2013—2016 年巩固并领先入门级地
位，成为中国最好的品牌汽车企业；

2016—2020 年进入价值市场并打造
主流价值品牌，具备世界主流跨国

汽车企业的体系能力，产品主要技

术性能达到国际标准水平；2020 年
后力争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

级汽车企业，产品主要技术性能达到

国际一流水平。

资讯

本报记者李华

近日，由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

心、国际癌病康复协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彩

丝带志愿者表彰暨肿瘤防治新成果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彩丝带志愿者代表和国内外肿瘤专家参加了大

会，肿瘤专家就肿瘤防治的最新成果作了学术交流。北京振国

研究中心、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与朝鲜医学科学院

肿瘤研究所合作研究开发的肿瘤防治疫苗，在此次大会进行

了发布。据悉，疫苗有望在年内投放市场。

近日, 由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政府、
晋江市制鞋工业协会承办的第十五届

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在晋江市

举办。

本届博览会由福建省政府、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共同主办，以“魅力鞋博盛会，活力智

造名城”为主题，共设置 1700个国际标
准展位，分设鞋类产品、鞋业机械、鞋材

辅料等三大展区，科技馆、招商馆、品牌

产业馆、中小企业参展精装区和台湾馆。

据了解，在“二次创业”的号角下，

晋江正抓紧建设一个投资额近百亿

元、年交易额可达千亿元的国际级鞋

纺城，致力于打造中国乃至亚太地区

规模最大、品种最全、产品最新的“巨无

霸”级鞋服原辅材料、鞋服机械及与鞋

服业相关产业的贸易集散地，并通过资

本运营发行上市，建成品牌知名度高、

产业效益好的国际著名专业市场。

晋江国际鞋博会不仅仅是产销对

接的有效平台，更承载着创新鞋文化内

涵的重任。在本届博览会上，361毅以专业
的终端展示，汇聚 361毅运动、361毅童装以
及 361毅时尚品牌等产品，推出了 361毅
“集合店”，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

家庭购物体验，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获得更多的商品选择与配搭服务。

为更好地诠释晋江鞋业产业创新

文化内涵，本届展会还举办了鞋文化

西龙配套活动，搭建互动平台，服务展

商沟通客商。组织实施 2013年晋江运
动鞋制作技能竞赛、第七届中国鞋都

（晋江）海峡两岸运动鞋设计大赛、运

动风尚主题微电影剧本大赛、欧美采

购团·晋江企业采购对接洽谈会、2013
年全国经济学博士后学术论坛等系列

配套活动。

3月 30日，18位安徽省、合肥市
工业、文化方面的知名专家在一个论

证会上呼吁：“保留中盐（合肥）红四

方工业遗址这块中国化肥的‘活化

石’，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

事。如果拆除开发用于商业或住宅，

将成为中国工业文化的遗憾。”

就在各位专家保护文化遗址的

同时，4月 12日，合肥市招投标中心
却贴出了公告称：中盐安徽红四方股

份有限公司将转让其位于合肥市祁

门路 12号厂区（原四方集团）资产拆

除的残余价值。其中，资产拆除的残

余价值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

辅助设施、机器设备、电子设备等。很

显然，具有中国化肥“活化石”之称的

中盐（合肥）红四方工业遗址已命悬

一线。

在 2013 年安徽省两会期间，中
盐安徽红四方总经理方立贵等 14 名
省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在中盐红四

方旧址筹建中国小氮肥工业纪念馆

暨合肥工业博物馆。并拟定了一份

“合肥 RED EARTH 工业文化博览中
心概念性方案”，积极向国家有关部

门申报建立国家级的小氮肥工业遗

址。

虽然争取遗址保留的努力一直

在进行，但拆除的行动也在加快。根

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估价，红四方老

厂区的资产拆除底价为 5897.13 万
元，公告期限自今年 4 月 12 日至 5
月 10日。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对于红四方

老厂区拆除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一

种是拆除当然有利于合肥市的整体

规划发展，同时，那么大一块黄金地

块，对于政府来说确实也是一笔不小

的收入。另一种声音是在原址基础上

建立“工业博物馆”，既可以保留老厂

区这块中国最早小氮肥工业遗址，保

留了合肥市工业发展的缩影，成为中

国人的精神财富，是拿金钱换不来

的。

据了解，中盐红四方提出的“工

业博物馆方案”需相当大的资本投

入，而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有不少

投资商找上门来参观并洽谈红四方

老厂区的改造问题。从当前的形势

看，是拆还是留，更多取决于遗址改

造对合肥市周边区域整体环境的影

响、经济利益权衡和有关各方的博

弈。

5年前，四川汶川地震时青啤也
是在第一时间向地震灾区捐助 1350
万元。4月 20日，四川雅安发生 7.0
级地震，造成当地及周边地区重大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情牵动了青

岛啤酒公司广大员工的心。灾难发

生后的第一时间，公司立即启动向

地震灾区的紧急援助，通过中国红

十字会青岛分会向雅安灾区紧急捐

款 800万元；并着手组织青啤员工向
灾区奉献爱心；此外，历时五年的“青

岛啤酒地震灾区心理援助项目”也将

温情继续。

青岛啤酒始终倡导“人的价值永

远高于物的价值，社会的价值永远高

于企业的价值”的理念。青岛啤酒公

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王帆表示：“危

难时刻，青岛啤酒要尽己之力，与雅

安人民一道共渡难关。”

青岛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李

然表示：“青岛啤酒是非常有爱心和

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汶川地震后所设

立的心理援助专项基金，极具创新性

和示范意义。今天，青岛啤酒又一次

做出善举，红会方面一定不负信任与

委托。”

华晨模式发酵：两大自主品牌现身上海车展

回归单一母品牌：“新奇瑞”正式启航

本报记者高建生

晋江二次创业瞄准千亿级鞋纺城

本报记者张晓梅吴明

中盐红四方工业遗址命悬一线
本报记者吴明郝玲

青岛啤酒捐助 800万元支援雅安抗震救灾

中国质量协会九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举行

近日，中国质量协会在北京召开九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贾

福兴会长在会上发表站在新起点、实现新发展的讲话。会议总

结了全国质协系统 2012年的工作，部署了 2013年的工作重
点。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质检总局、工信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

分别就今年开展质量工作的重点及行业协会改革建设发展的

方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来自全国质协系统和相关行业及

重点企业代表近 200人出席了会议。 （李海权）

中国企业发展基因论坛在京召开

近日，由中国质量协会主办，《品质》杂志社、品质与品牌

培育推广中心承办的“中国企业发展基因：创新·质量”论坛在

京召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院长符志民，中联重科

副总工程师付玲以及海尔集团的企业代表等就核心竞争力缔

造企业竞争优势，构建企业以创新促质量的一体化良性循环，

实现中国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成功对接的实践与意义以及网

络时代的企业战略创新等内容做专题发言。

餐饮业首款手机资讯软件发布

近日，奥琦玮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餐行健资讯”

平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餐行健资讯”手机客户端软件是中国

餐饮业第一款手机资讯客户端软件, 不仅涵盖了资讯阅览、资
源共享、信息点评、专家互动等诸多功能，通过它可以随时随地

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发表点评，与同行和专家进行交流互动，

参与餐饮专业话题的讨论，可以及时把重要的信息进行收藏并

转发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更多的实用功能还会不断更新。

卡巴斯基发布新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近日，国际领先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卡巴斯

基实验室在京举行发布会，宣布其新一代企业安全解决方案

正式发布。据悉，该产品针对企业和行业用户推出的旗舰安全

平台，能够提供业内最先进的反恶意软件和反网络犯罪安全

保护，不仅具备卡巴斯基独创的百余项专利技术，还设置有移

动安全和设备管理 (MDM)、数据保护加密系统 (Encryption)、端
点控制工具、系统管理平台等多个实用功能，提高了各种规模

企业的 IT安全。 （尹铂卿）

大华银行助力中国投资东南亚

近日，大华银行宣布预计在未来三年中，它对中国赴东南

亚国家投资的企业提供的跨境贷款将翻番，以支持中国企业

不断增长的东南亚投资需求。大华银行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贸促会）举行的第七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前夕

宣布此消息。大华银行（中国）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建发表示：

“大华银行拥有熟悉东南亚，在区域内拥有广泛的经验和金融

网络，是准备在国内外取得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的最佳选

择。” （张洪伟）

郭二庄矿让患疾病职工看得起病

近日，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郭二庄矿综采一区患疾病职工刘

毛平接到了 15000元重大疾病医疗互助金，使这位职工的家庭
负担一下子减轻了许多。为了帮助患大病职工减轻医疗负担，

该矿工会连续 6年组织职工参加了河北省工会会员重大病医
疗互助活动。该矿工会主席张永海说：“六年来，全矿职工参保率

都在 95%以上，目前，已有 24名患大病职工受益，救助金额累
计达 40.8万元，进一步解决了职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陶二矿严把煤质管理“五道关”

近日，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陶二矿针对目前煤炭市场低迷的

情况，严把煤质管理“五道关”，提升煤炭质量，确保了产销平衡，

去年计划 110万吨，实际完成 112.2万吨。该矿严把生产计划、质
量考核、洗选加工、装车外运、监督检查等煤质控制五道关口。生

产技术部门强化工作面配采和采煤工作面、煤巷掘进头煤质考

核。井下煤质检查小组加大源头采样次数，对采掘工作面实行动

态检查。洗煤厂加大对洗选设备的技术改造力度，同时，该矿在

煤场设置了监控系统，强化煤场规范化管理。（柴顺利王小平）

云驾岭矿安全网员活动 5年坚持不懈

为创新安全管理，实现矿井安全生产，冀中能源邯矿集团

云驾岭矿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安全网员活动，5 年来坚持不
懈。该矿自 2007年以来，由矿工会牵头在矿所属基层分会组
建了采、掘、开、机、通等安全生产网员小组，由 123 名基层骨
干、班组长、技术能手组建而成。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安全网员

岗位责任制》、《安全网员奖罚激励制度》。尤其该矿自 2010
年，创新开展“班组十个十管理”以来，明确每月 10日为活动
日，此举为矿井安全生产防线奠定了基础，使每个安全网员成

为违章隐患的克星。 （程占国）

开滦集团获两项国家专利授权

近日，由河北开滦集团信控中心研发的“矿井综合信息

化、自动化高仿真实训平台”获得两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

利名称分别是“矿井提升系统自动控制高仿真实训装置”和

“矿井多水平主排水系统自动控制高仿真实训装置”。 这标

志着开滦集团公司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水平实现新突破。该

平台的投入为开滦集团公司开展技术创新、科技研发提供了

可操作载体，对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员工技术水平与操作技能起到促进作用，为企业安全生产、节

能降耗、减人提效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董泽民)

肿瘤防治新成果报告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张广传

车市

5年前，山东省威海工业新区成
立，一座高标准现代化工业新城区，

巍然矗立在胶东半岛上。昨日的辉煌

还未远去，以打造“新园区、新城区、

新景区”的新目标，开启了二次创业

跨越发展新征程。

园区的焦点在于招商引资，而招

商引资依托于决策者的新思路、敢打

敢拼的招商队伍和不断完善的服务

机制、体制和政策。因此，去年该区投

资 380万元建成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管委机构重新调整明晰部门职能，设

立专门负责招商引资的投资贸易促

进局，重点服务企业的经发局，为客

商提供专业化服务，出台扶持《关于

鼓励企业加快发展的意见》，这些高

屋建瓴的发展思路和环环相扣的举

措，让该区的大项目接踵而至。目前，

该区累计引进过亿元大项目 110 多
个，总投资近千亿元，世界 500 强企
业美国摩根士丹利、韩国乐天、美国

500强企业佳顿集团、世界著名光学
镜片生产商日本豪雅、全球第一半导

体制造服务公司台湾日月光等世界

知名企业纷纷入驻。其中，今年年初，

美国 500 强企业加顿集团总投资额
约 6亿元、工程体量大的开泰体育用
品项目破土后，荒地平整、引进自来

水、架设动力电网等所有的环节都被

调整到了“新区速度”，各项工程进展

顺利。

据悉，该区已经形成了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

新信息、新型建材、精细化工 6 大优
势产业集群和新能源、新医药、海洋

科技 3大成长型产业集群。打造的山
东半岛先进制造业基地和蓝色经济

高地已初现端倪。

威海工业新区打造半岛工业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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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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