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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江西电瓷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电
瓷”）日前发布消息，母公司中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高新”）下属高压电瓷事业部整
体并入中材电瓷，至此，中材电瓷搭建起了以专门从
事瓷绝缘子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棒形支柱
瓷绝缘子、瓷套绝缘子、线路瓷绝缘子等系列产品的
电瓷产业平台。中材电瓷首任董事长、中材高新党
委书记阎法强告诉记者，“随着这一平台的推广应
用，依靠技术创新优势，实现全系列产品产量、销量
领先的目标将指日可待”。

中材电瓷是中央企业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所
属中材高新在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投资设立的控股
子公司。从 10 年前进入电瓷研发制造领域至今，中
材电瓷凭借在高技术陶瓷领域的丰厚底蕴，短时间内
实现了追赶、比肩、超越和引领的历史性跨越，在特高
压电瓷领域异军突起，一举赢得了领先的市场地位。

中材电瓷的底气在哪里？阎法强告诉记者，主
要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是卓越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品质。作为一家
年轻的电瓷企业，中材电瓷脱胎于国家级科研院所，
在技术和人才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加之从公司成
立至今，从未放松对科技创新的追求，因而，企业自
主攻克的特高压棒形技术、蓝灰釉技术、旋压成型技
术、富氧燃烧技术等关键技术均稳居行业领先地位，
产品具有化学稳定性高、机械强度好、质量轻、防污
闪能力强等“轻质高强”的特性，这些都为企业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 5 月开工的世界首条最高电压等级直流输
电工程——“昌吉—古泉±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线路”项目，便是中材电瓷技术优势的直接体现。
项目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工程是国家电网公司
在特高压输电领域持续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刷新了
世界电网技术的新高度，是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电
容量最大、输电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高的“四最”直
流输变电工程。在整个项目系统中，特高压棒形支
柱瓷绝缘子是决定系统成败的关键材料之一。凭借
材料的机械强度、耐污能力、抗震性能和电气性能等
关键指标，中材电瓷最终击败了国内诸多老牌的电
瓷供应商，一举中标，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特高压电瓷
领域的市场地位。

统计显示，伴随着特高压建设的全面展开，近三
年，中材电瓷营业收入以年均超过 50%的幅度快速
增长；在全球电瓷行业中，其高端棒形产品是当之无
愧的销量冠军，特高压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更是
超过 50%。随着中材电瓷影响力的不断提高，目
前，企业正在推动行业常规电压等级标准的完善，国
内特高压电瓷厂家将逐步迈入“中材标准”时代。

其二是国际化战略布局。随着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中材电瓷不仅成为国内最大的棒形支
柱瓷绝缘子制造企业、国家特高压建设用棒形支柱
绝缘子的主要供应商，而且正在逐步成为国际电力
企业的主要供应商。目前，其电瓷产品不仅畅销国
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国内电力行业的一流企业，更远
销西门子、ABB、阿尔斯通等国际电力行业巨头；公
司 研 发 的 交 流 1100kV、直 流 800kV 和 直 流
1100kV 特高压棒形支柱产品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交流 800kV 特高压棒形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
际市场销量逐年增长，截至目前，年出口量（含间接
出口）占国际市场销量的 35%。

“未来，中材电瓷将秉承服务全球电网的企业使
命，推动电瓷产业逐步向超高压和特高压升级，力争
成为全球绝缘子领域一流的制造服务商。”阎法强说。

“5 年退出煤炭产能 480 万吨，2016 年退出 240
万吨产能的目标，要下定决心、不打折扣地完成。”国
家电力投资集团董事长王炳华日前对《经济日报》记
者表示。

继 2015 年关停电解铝过剩产能后，今年以来，
国家电投按照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全面
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去过剩产能、去亏损企业、去低
效无效资产，努力让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

“‘三去’工作是又一次‘大手术’，尽管难度很
大，但必须坚持做下去。”王炳华说，按照国家对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国家电投要坚决退出落后产能
煤矿；严格控制煤电发展节奏和发展布局，化解煤电
过剩产能;统筹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和特困企业专项
治理；果断退出非主业领域的低效无效资产。

今年 7 月份，国家电投向集团内涉煤企业下发
了《国家电投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方案》，并召开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专题工作会。根据方案，未来 5
年内，国家电投将关闭退出煤矿 10 处，有序退出产
能 480 万吨，其中贵州金元 8 处，生产和建设产能
330万吨；新疆能源化工 2处，生产产能 150万吨。

据了解，目前，贵州金元正在按照方案有序推进
煤炭去产能工作，停止在建或待建煤矿德科煤矿、长
青一矿、长青二矿、田湾煤矿、福平煤矿，并已初步具
备井筒密闭条件；新疆能源化工四棵树公司二号井已
按计划完成井筒密闭，员工分流安置工作基本完成。

在煤电去产能方面，国家电投按照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我国煤电有序发展的通
知》等一系列政策要求，对系统内煤电项目进行全面
梳理，严格控制煤电发展节奏和发展布局，严格落实
国家“取消一批、缓核一批、缓建一批”的政策；制订
淘汰落后产能煤电机组计划，“十三五”期间，关停煤
电机组 23台、装机 135.3万千瓦。

在亏损企业治理上，国家电投制订了《国家电投
“僵尸企业”处置和特困企业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及
任务分解表，目前该方案已经通过国家电投董事会
审核，预计到 2017 年，亏损企业的亏损金额较 2014
年下降至少 50%。

中材电瓷的底气在哪里
本报记者 崔国强

《经济日报》记者对九阳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是从企业创立初期开始的。
那时候，九阳在山东济南的解放路上租
了个不大点的房子作为办公场所，怎么
看都是一副不起眼的样子。22 年后的今
天，“小不点”已经长成了“大个子”——
统计显示，目前，九阳的年销售额已突破
70 亿元；企业不仅引领家用和商用豆浆
机的发展，还将业务领域扩展至厨房领
域，产品涵盖 20多个类别；九阳的产品现
已覆盖全国，拥有 400 个经销商、超过
25000个市场终端和 20000名导购。

作为国内最知名的饮食电器企业之
一，九阳豆浆机在豆浆机市场已经牢牢
占据了第一品牌的位置。目前，企业正
在努力开拓健康饮食小家电、健康豆业、
健康大厨电、健康净水四大市场。

从 1994 年 4 个大学毕业生联手创
业，到发明第一台家用豆浆机，再到现在
成为闪闪发光的明星企业，九阳的成功
之道是什么？

成就大事需要置心一处

做学问，需要一门深入；搞企业，需要
置心一处。成就大事业总需要专心致
志。九阳用其成功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

中国人喜欢喝豆浆由来已久，喝起
来不错，但磨起来费事，如何用科技带来
便捷？

这是九阳发明豆浆机的初衷。
起初的时候也不容易，做了广告没

钱给，要账的等在办公室不走，只好用豆
浆机顶账。虽然困难，但他们没动摇初
心，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从小到大，九阳的第一个 10 年就和
一件事没完没了地“较劲”，那就是把豆
浆机做成小家电中的重要品类。而且，
伴随着国人健康生活理念的增强，九阳
豆浆机也随之改变，从原来黄豆做豆浆，
扩展到各种豆类五谷杂粮一起做。九阳
公司总裁王旭宁对记者说：“现在各种豆
类和米类，红枣和花生都可以放进去做，
我们不仅满足了中国人早餐喝豆浆的需
求，还把大家对五谷养生的需求也满足
了。”

有的企业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有钱
就任性，随便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而九阳的可贵在于即便是大了，即便是
有钱了，也不忘初心，坚定地做豆浆机。

2014 年，九阳成立 20 周年的时候，
九阳第 1 亿个豆浆机用户诞生。“我们 20
多年坚持做豆浆机，把 1 台豆浆机做好，
这背后的体会就是只要产品好，消费者
会买账的，消费者都明白得很，产品好不
好其实自己心里最清楚，在这个方面我
们的经验不仅用于豆浆机，也扩展到各
个品类。我觉得，这就是工匠精神。”王
旭宁笑谈，“以前，老婆总调侃我，‘你就
是个卖豆浆机的’，我还会不好意思。现
在，我经常自己调侃自己，‘我就是一个
卖豆浆机的’。我把豆浆机做好了，这是
一件让我很自豪的事”。

在熟悉的领域深耕，九阳的发展总
是不离厨房。有了第一个 10年的发展基
础，九阳在第二个 10 年又做起了其他的
厨房小家电。除了豆浆机之外，料理机、
榨汁机、电饭煲、电磁炉等一系列的小家
电都发展起来了。即便如此，到了 20 周
年的时候，豆浆机仍占销售总额的 40%。

王旭宁说：“现在，在厨房小家电领
域，内资品牌完全占据了主导。20 年前，
中国小家电市场是属于松下、飞利浦、博

朗的，都是国外的家电品牌。到今天我
可以自豪地说，几乎所有的品类，要么是
九阳第一，要么是美的第一，还有苏泊
尔，整个厨房小家电市场都已经‘国产
化’了。”

专注，认真，这就是九阳。
一直以来，九阳严格把控产品质量，

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安全性。在质量验
证和实施过程中，通过样机试制、小批试
产、中批试产、大量上市的流程进行产品
验证和生产。产品测试过程中，严格执
行“三级第三方管理制度和体系”的管理
理念，各事业部配备有测试部，通过事业
部“内部第三方”的测试后，进入公司级
测试中心，最终送入国家级 3C 认证，完
成产品上市前的全部测试。

为了无缝监控供应链环节的潜在质
量风险，九阳还建立了严格的追溯管理
体系，在市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品质异
常时，精准追溯异常产品流向及数量等，
还能及时发现环节风险，迅速修正。

产品升级呼应消费升级

作为豆浆机的发明者和厨电领军企
业，九阳顺应创新的大潮，不断提升企业
竞争力，用产品升级呼应消费升级。

首先，在科研投入上，九阳毫不吝
啬，公司每年以不低于销售额 3%的研发
投入支持公司科技创新，为研发一线提
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其次，非常重视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目前，九阳的科研团
队已经超过了 700 人，并且还在不断招
揽新的人才。第三，在科研的组织体系
上，九阳搭建了三级研发体系，其中，九
阳股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较为前沿，而
其他两层研发体系则更为贴近产品线。
这样的组织体系保证了九阳的研发既超
前，领先于行业，又接地气，能够落地为
产品。

通过资金的投入、人才的引进培养
等，九阳内部已形成可持续性的创新机
制和创新文化。成立 22 年来，九阳经历
了 15 次重大技术革新，截至 2015 年底，

公司拥有专利技术 2047 项，其中发明专
利 135项，新增专利申请权 516项。

在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举行的第十七
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上，九阳与腾讯、
格力等企业一道，摘得本年度“中国专利
金奖”。

除了在产品科技含量上“锱铢必较”
外，九阳还非常注重工业设计能力。早
在 2013年，九阳就成立了工业设计中心，
该中心把过去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设计人
员归拢起来，以期提高九阳的设计水平。
当年，该设计中心就和联想、海尔、美的电
器等行业龙头一起，获颁工信部认定的首
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称号。

九阳的工业设计能力，也落地到了九
阳的产品设计上。尤其是最近几年，九阳
的产品多次获得国内外的大奖，比如，在
有着“工业设计界的奥斯卡”之称的德国
iF设计大奖上，九阳已经成为“常客”。

社群营销探索价值突破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九阳
也在不断尝试通过互联网增加用户与企
业沟通的路径、扩大彼此的接触面。用
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强调“家电与人
的自然交互”。

早在 2013 年，九阳就运用微博为一
款面条机做了一次成功的营销推广活
动。在这个叫“宝贝吃起来”的微博活动
中，九阳选出了 50位宝妈中的意见领袖：
她们关注母婴领域，有数十万的粉丝。
通过 50名达人在微博发声和与粉丝的互
动，九阳花了不到 10万元的活动经费，卖
出了 4000 多台面条机，实现了 300 多万
元的销售额。

可以说，这是九阳在探索社群价值
道路上的一次里程碑式案例。

九阳品牌负责人说，社群里的用户
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愿景，所以能够
交流并建立长久的互动关系。“根据对目
标消费人群的锁定，九阳发现，这些人群
热衷扎堆线上社区，最关注美食和母婴
这两大分类的主流平台。尤其是当前拥

有 0-6 岁婴幼儿的家庭，不仅消费能力
较强，而且宝妈们最活跃，他们热衷于分
享经验，讨论各种‘秘籍’，有着天然的兴
趣和用户黏性。”

在明确了粉丝属性的基础上，九阳
提出了“泛社群”的运营策略。一方面，
通过与主流线上社区的合作，培育社区
圈自己的目标粉丝；另一方面，努力吸引
所有平台上对九阳有认知和偏好的用
户，将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平台上来，沉淀
出优质的铁杆用户。目前，在九阳所合
作的一众垂直社区中，已经有约 30 万的
用户被“精准锁定”。

“就用户调研、新产品曝光、新产品
试用而言，社群带来的价值和效果都远
超传统做法。过去，做调研是市场部门
的事，花费的时间长，数据也未必精准。
而平台模式虽然需要花费时间和经济成
本建设内容，但通过这种社群交互的方
式，用户的意见可以直达工程师，对产品
端的研发产生作用力，这是我们看重社
群最重要的理由。”这位品牌负责人说。

2015 年，九阳联合宝宝树以 C2B 模
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试水，从用户端出
发，推倒了以往的研发生产营销模式。
经过调研，0-6 岁婴童家庭电饭煲的拥
有率为 93%。宝妈在饭煲选择时，关注
多功能、小容量以及材料安全三个方面，
且对材料安全尤为关注。

项目初期，九阳先在宝宝树平台调
研了妈妈的育儿需求，有上万个妈妈参
与了需求讨论。根据收集到的需求，九
阳做出一些可选功能、材质、颜色等，邀
请了一些活跃度较高的宝妈用户深度参
与，帮助九阳进行选择。最终，一个响应
了绝大多数用户需求的产品——瓷宝煲
诞生了，这也可以说是由万千宝妈亲身
参与定制的作品。

对于九阳来说，瓷宝煲的意义不仅
是一个成功的新产品，而且是将精准投
放、母婴电商、社群经济融入营销链的一
次全新尝试。1.53 亿次公众自发的“曝
光”、560 万次互动，不到一周时间 3000
多台的销售业绩⋯⋯借由瓷宝煲，九阳
在触网的道路上实现了又一次突破。

豆 浆 王 的“ 九 阳 真 经 ”
本报记者 管 斌

“三去”让国家电投瘦身健体
本报记者 齐 慧

本版编辑 韩 叙 徐 达 美 编 高 妍 本版邮箱 jjrbqyb@163.com

在刚刚结束的杭州 G20 峰会上，以
宇通 T7 为代表的中国自主高端公商务
车担纲服务用车主力，再度打破了以往
大型高端会议、活动及赛事服务用车被
外资或合资汽车品牌垄断的局面。

作为峰会保障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服务用车代表着国家形象，组委会
对车辆挑选的严苛程度毋庸赘言。就是
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宇通 T7 凭借过硬
的实力，在公开招标中赢得了组委会的
高度认可。拥有这种实力的秘诀，被宇
通人归为对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
坚持。

在汽车行业，受制于成本、市场、工
艺等因素，乘用车的制造精细度要远高

于商用车。面对这样的产业现状，宇通
客车敢为人先，将 T7 打造成了国内客车
业第一款真正按乘用车开发流程正向开
发的车型。

“T7 用超越乘用车的标准进行设计
制造”，宇通 T7 项目负责人杨朝霞回忆
起造车过程感慨颇多。她告诉记者，T7
在开发前期就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整
个开发流程超过 18 个月。为了保证精
度，T7 的专用生产线上竟然有近 200 套
夹具。“我们要求夹具定位销精度为 0.1
毫米，定位块 0.2 毫米；整车精度正负不
超过 1.5 毫米，而行业一般水平是 3 毫米
以上。”

宇通焊装车间工程师张庆滨同样表

露了造车的艰辛，“宇通对 T7 车身精度
的严格把控，甚至前移到零部件供应环
节。可以说，‘工匠精神’已渗透到 T7 的
每一个细节，这体现在类似精确到 0.1 毫
米的每一项严苛要求”。

由于将“工匠精神”注入每个造车环
节，T7 在国内客车行业率先进行了严苛
的“三高”试验，在 40 摄氏度高温、零下
30 摄氏度严寒及超过 4000 米海拔的极
限条件下，T7 仍能保持稳定状态运行，
并且成为首款通过国家标准的半载侧翻
试验的冲压车型。

除了性能之外，宇通 T7 在外观和内
饰上也远远超越了现有车型。T7 配备
专人研究人机工程，让驾驶员开起来更

舒服；也有专人去做底盘调教和噪音控
制，这都是轿车生产环节才会有的内容。

正是秉承这样的精神，在上市 1 年多
的时间里，T7 先后成功服务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上合总理会、全国两会、博鳌
亚洲论坛及澜湄会议等大型国事活动，
国内高端公商务车市场被合资品牌垄断
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在全球客车市场上，宇通客车也在
全面发力，销量稳居全球第一。目前，宇
通已累计向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超过 4.5 万辆大中型客车，并在古巴、
委内瑞拉等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市场份
额，中国制造客车已经成为全球客车业
的中坚力量。

宇通客车成功担纲杭州 G20 服务用车——

以“ 工 匠 精 神 ”展 现 大 国 风 采
本报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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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位于九阳创意工业园的九阳产品展位于九阳创意工业园的九阳产品展

示厅示厅。。

图②图② 九阳公司的豆浆机生产线九阳公司的豆浆机生产线。。

图③图③ 坐落于杭州下沙的九阳创意工业园坐落于杭州下沙的九阳创意工业园

外景外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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