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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变化：多行业产业链条步入变革前夜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
了 2020 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
形势，
部署了 2021 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
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
针对
产业薄弱环节，
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
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
势领域精耕细作，
搞出更多独门绝技。要实
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
基础工艺、
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为 2021 年以及
“十四五”
时期的经
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而一场产业链的重大变
革也在悄无声息地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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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汽车正重构汽车产业链条
2020 年年中，小鹏汽车董事长何
小鹏曾在社交平台发表动态表示，
“无
论从销售还是从现在的资本市场角
度，2020 年都是智能汽车的元年，就像
2010 年的智能手机时代开启。”
智能汽车的火爆几乎贯穿全年。
行业龙头特斯拉用它节节攀升的销量
和股价向市场证明，智能化是未来汽
车产业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特斯拉股价飞速蹿升的过程
中，中国三家造车新势力蔚来、小鹏和
理想，市值也一度冲入全球车企的前
十——尽管，这些新势力现在的销量
水平还不够那些大型传统车企的零
头。
在软件定义汽车的浪潮之下，传
统车企与供应商已经迎来下一阶段的
转型：转向软件驱动。
今年以来，多家国内车企推出了
新一代平台和架构，扎堆发布的新平
台，几乎都针对智能化对电子电气架
构进行了升级，提升了软件的地位。
例如，2020 年 9 月吉利汽车发布的浩
瀚架构，据称摆脱了传统汽车架构以

硬件为主的设计体系，在硬件层之外
还囊括了系统层和生态层。
软件已经成为眼下汽车行业的制
胜点。造车新势力蔚来、小鹏、理想无
一不在软件体系的建设上投入重金，
并以此作为产品体验的突破点。
“老炮
儿”们也不甘落后，2020 年 11 月，上汽
集团发布酝酿两年多的高端智能纯电
汽车项目“智己汽车”——作为入局并
不早的新创汽车品牌，智己主打的品
牌基因是“用户共创”，其本质也是软
件定义汽车：根据智己的设想，用户在
使用汽车过程中产生数据，经过人工
智能的深度学习，直接推动产品、服务
的进化与迭代。
更有新品牌已经
“all in”
软件，
宣称
放弃从硬件上赚取收入。2020 年 8 月，
广汽集团和蔚来合资创建的车企——
广汽蔚来，在一场发布会上公开了其
全部零部件成本，广汽蔚来创始人、
CEO 廖兵表示，公司在硬件上的综合
净利润率不会高于 1%，公司的利润主
要将来自于软件和服务。
软件已经成为传统车企大力布局

从一根杨树条到一条自主产业链
的领域，不少车企在近两年陆续成立
了自己的软件公司。2019 年年底，长
安汽车成立重庆长安汽车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2020 年 3 月，广汽集团与中科
创达成立智能汽车软件技术联合创新
中心，2020 年 7 月，上汽集团则将软件
中心独立出来，创建了零束公司。
“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汽车的价值
链格局将会发生改变，预计 2025 年，
整个汽车的价值将有 40%来自电子和
软件。如果主机厂不在软件方面布
局，那么将来我们就只是个打工的。”
车企成立软件中心的必要性，上汽集
团软件中心主任、上汽技术中心副主
任李君曾如此一针见血地描述。
传统车企与供应商纷纷转型的背
后，大批科技公司已经切入汽车产业，
国外有谷歌、苹果等科技巨头，国内阿
里巴巴、百度和腾讯都在汽车智能领
域有诸多布局，涵盖智能座舱、智能驾
驶等多个方面。2020 年 10 月底，华为
发布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品牌 HI，旨
在以全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与车企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网联电动汽车。

机器人产业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
后疫情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在全
球 前 20 大 经 济 体 中 率 先“V”字 形 反
转，机器换人成了中国制造破解招工
难、用工贵，提升质效的科技“硬招”。
中大力德机器人产业链引爆市场。
一位广东客户代表近日采购产品
时表示：
“我们制作机器人所需的难度
最大的结构件行星减速器、微特电机、
精密摆线针轮减速都能在中大力德一
次性采购到，这里还有大脑部分的电
机驱动，只要另再配置电子控制器，就
能集成一台机器人！”
中大力德董事长岑国建对此十分
自信：
“中国已建成全球较为完善的机
器人产业链，所有核心技术都掌握在
国人手中，从材料到核心零部件全部
国内采购。在‘V’字形反转中，市场风
景独好，全球竞争优势扩大。中大力
德已拥有半个多机器人！”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实现增长 3.83%，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81.45%，其
中 1—9 月 营 业 收 入 实 现 54396.42 万

元，同比增长 11.58%。
中大力德股份作为浙江慈溪智能
装备基础件产业的代表企业，集电机
驱动、微特电机、精密减速器研发、制
造、销售、服务于一体，以其差异化和
高性价比优势，广泛应用于工业机器
人、智能物流、新能源、工作母机等领
域，在国内实现替代进口产品的基础
上，逐步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际替代。
实现国内关键“卡脖子”部件进口
替代，该公司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开展协同创新，这三大件全部
结构件，都是根据客户需求，自主设
计、自主制造、自制标准，实现从 0 到 1
的原创，打破了特种电机、机器人减
速器长期受外国企业垄断局面。列
入国家强基工程的中大力德机器人
精密摆线针轮(RV)减速器，已成为国
内同行知名品牌产品。微特电机替
代国际品牌，领跑国内市场，市场占
有率逐年提升；行星减速器，经过与
外资品牌七年性价比抗衡，产销量不

断增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异军突
起。RV 减速器、谐波减速器均列入
2025 宁波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目前，
已起草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 7 项，获
国家专利 90 余项。
基于核心技术智造的产业链优
势，在 2020 年初经济波动的内外部严
峻形势下，临危而上，交出了亮眼的战
绩。最初，积极支持防疫生产设备相
关产品的供应，在抗疫大战中勇夺时
间，率先对接销售和市场，为抗疫发
力；还积极配套各小区、道路的车流、
人流管理道闸的人脸识别系统、车辆
识别系统的设备关键部件产品，助力
安全管理。同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鼓 励 的 扶 持 行 业 —— 新 能 源 产 业 光
伏、锂电池产品智能设备及配套传动
装置等。公司还领跑机器换人，以电
动动力替代燃油动力、以自动化代替
人工搬运的中大力德新能源搬运车驱
动机构电动+自动模式迎来爆发期，成
为企业增长重要引擎。

“2021 年江苏泗阳生产基地将增加 2.6 亿元设备，全
厂 7 个柜体和门板生产车间实现自动化升级改造，确保
实现 100 万套产能。我们选择泗阳，源于这里丰富的杨
树木材资源。”2020 年 12 月 6 日，在位于江苏泗阳经开区
的江苏金牌橱柜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陈凌正在调度企
业产能扩张和生产线改造工作时说。
目前，
泗阳杨树种植面积扩大到 60 多万亩，
活立木蓄
积量达 800 万立方米，木材加工产业链初步形成。然而，
发展过程中，
产业起点低、
发展方式粗放、
产品附加值低等
问题逐渐显现，
制约着泗阳木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产业转型
升级，以创新为核心动力，向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和高
端化方向发展。”泗阳县委书记徐勤忠说，力争到 2022 年
实现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产出超 120 亿元，培植一批“总
部型、品牌型、高新型”龙头企业。
上世纪 70 年代，原产地为意大利的杨树条漂洋过海
来到中国，在多地开展试种，其中在泗阳县试验生长得最
好。新树种试种成功，激发了当地群众栽种意杨的热情，
也催生了以杨树为原料的木材加工产业。
“泗阳木材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截至
2019 年，已集聚各类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企业 400 多
家，产值 71.5 亿元。”泗阳县工信局局长崔亮说，产业规
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产业层次低、产业链不够完善等问
题也逐渐凸显，泗阳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产业转型升级
势在必行。
从严规范整治、从严改造提升、从严监督管理，在泗
阳木材产业转型升级中，落后产能被淘汰，改造提升的企
业尝到了甜头。
从一根杨树条到一条产业链，背后的动力是泗阳人
对杨树的深厚感情和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敏锐嗅觉。
“泗阳杨树资源丰富，但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材料初始
加工阶段，而是要围绕‘建链、强链、补链、延链’，加快实
现集聚、规模、精细、高端发展。”崔亮说。
在泗阳开发区江苏吉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以往传统木板板材企业工人密集的生产场景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化流水线。
“这是先进的温康纳压贴生
产线，我们引进了两套，就是为了提升产品品质，满足下
游企业对绿色、高端板材的需求。”江苏吉福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江雪源说。
在引入先进设备的基础上，从泗阳本土成长起来的
吉福新材料还在当地工信、科技部门的指导下，获得了
130 多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 板材质量过
硬，出厂门便进了同在园区的金牌橱柜的车间，打响了泗
阳木材产业的品牌。”
江雪源说。
通过引进先进设备，
“研磨”先进技术，泗阳县让传统
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产业焕发新活力，形成了“杨树种植
—旋切—多层板—密度板—刨花板—饰面板—地板、家
具、木门、橱柜、衣柜”木业产业链，集聚了金牌橱柜、中林
聚成、吉福新材料等知名企业 30 多家，2020 年 1 月至 11
月，实现开票销售 69 亿元。
（本报记者郭志明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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