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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云知科技发布跨界新零售战略，

瞄准知识白领消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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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席卷全球的智能浪潮，变还是
不变不再是个问题。

2014 年开启二次创业的双星集
团，通过加速推进“工业 4.0”生态圈和

“服务 4.0”生态圈物联网战略，抢先从
“汗水型”向“智慧型”转型，并由此成为
中国轮胎智能制造的引领者。

“主动变革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变
革却一定会失败！在轮胎这一传统行
业里，我们会义无反顾地探索下去。”
双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柴永森如
是说。

颠覆传统制造

作为传统的劳动、资金、资源密集
型产业，“做轮胎的”似乎就该与“粗、
累、脏”的形象挂钩。但当记者走进位
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双星轮胎工业 4.0
产业园的轮胎智能化工厂，眼前却是另
外一番场景：

轮胎生产正在紧张地进行，但在整
个工厂生产流程中，却很少看到工人的
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智能机器
人，工人只需要进行关键工序的确认和
调整，摁几个按钮，智能机器人便可完
成绝大部分工作；车间里，负责运送物
料的不再是人工驾驶的小叉车，而是
一种可以自由穿梭的 AGV 小车；智能
化成品立体仓储中，堆垛机器人有的
负责分拣、有的负责检测、有的负责输
送，各司其职、有条不紊⋯⋯一条条高
品质的轮胎，就在机器人们无声的忙
碌中诞生了。

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智能化生产
线到底优势何在？一线工人们有最直
接的体会。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成型
工序的主机手安志成告诉记者：“以前，
成型工作都是人工贴合，成型是道很累
的工序，所有半成品都要用手去压，得
费很大的力气，长时间干我们这个活，
肩膀、腰没有一个好的。现在有了机器
自动贴合，需要的人力少了，劳动强度
减轻了，效率却提高了 3 倍。”安志成告
诉记者，“贴合的前一道工序是智能备
料。以前备料得自己去搬，料很沉，就
算是小伙子，也经常得好几个人才能弄
过来。现在，只要通过眼前这个显示屏
呼叫 AGV 小车，小车就自动把料运过
来了。轮胎成型后，机械手还会自动抓
取轮胎，通过桁架机器人直接送走”。

成就“智造”奇迹

说起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变，就不
能不说说双星的“工业 4.0”智能工厂。
目前，双星已建成并投产了全球第一个
商用车胎“工业 4.0”智能工厂，这个工
厂也是国家绿色轮胎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工厂；此外，全球领先的乘用车胎“工
业 4.0”智能工厂也已竣工。

业 界 都 知 道 的 是 ，双 星 的“ 工 业
4.0”智能化工厂集成了全球领先的信
息通讯技术、数字控制技术和智能装备
技术，应用了全球领先的模块化智能装
备、全球独创的 MEP 智能信息匹配系
统和 11 种 200 余台机器人。可很多人
不知道的是，工厂里 80%以上的装备
是由双星自主设计和开发制造的。对
于这个融“产品定制化、企业互联化、
制造智能化”于一体，实现了内外互
联、人机互联、机机互联、机物互联、物
位互联，能够进行智能排产、智能送料、
智能检测、智能仓储、智能评测的工厂，
国内外专家给予的评价是，“3 年超越
30年”。

“‘工业 4.0’不是一个由人指挥机
器的自动化工厂，而是一个由用户指
挥、数据驱动、软件运行的智能系统。
通过与全球最优秀的公司合作，我们把

‘智’这个字做深了。”双星集团副总经
理李震告诉记者，双星轮胎工业 4.0 智
能工厂的顶层设计非常先进，特别是智
能系统、智能装备和机器人三个关键环
节用了将近 20 个月，历经上百次的修
改和完善，之后的工厂建设也用了将近
1年的时间。

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双星的“工业
4.0”智能化工厂克服了诸多世界性难
题。譬如，目前行业内一般采用人工扫
描或 RFID 技术，实现对物品信息的采
集。该技术有一定局限性，无法实现对
微小物料或原材料信息的采集。双星
利用全球独创的物料（品）编码系统和
电子标签技术，实现了全流程物/人/工
装/设备/位置的信息智能匹配，不仅可
以真正实现全流程的质量跟踪和追溯，
还由此成为全球轮胎行业中唯一一家
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的企业。

统计显示，通过双星“工业 4.0”智
能化工厂的投运，双星员工的劳动强度
降低 60%以上，产品不良率降低 80%以
上，劳动生产率是过去的 3 倍以上，产
品实现了高端、高差异化、高附加值、高
质量，环保、能效均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双星集团供应链本部总经理周士
峰还透露，通过轮胎智能化工厂建设，
双星还收获了智能装备、智能物流（机
器人）、废旧橡塑绿色智能循环利用 3
个新产业。

紧抓服务生态

近年来，中国轮胎行业受经济低
迷、贸易壁垒、高关税等因素影响，大部
分企业销量、收入、利润持续下降，减
产、停产、破产接踵而至。而由双星“工
业 4.0”智能化工厂生产的“劲倍力”系
列商用车胎、“狂野大师”系列“三防”安
全轮胎等产品，却在提价的同时供不应
求。凭借销量、收入、利润的大幅增长，
双星已经成为行业内为数不多的“狂
野”企业。

要“狂野”，光有智能不行，管理也
是关键。

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智能化，
柴永森对工业 4.0 时代的风向标有清
晰的认识。“进入智能制造时代，轮胎企
业仅靠传统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已
经无法克服长期积累的多重困难。双
星必须抓住转型的机遇，从一家传统制
造企业转型为互联网平台企业。”

柴永森告诉记者，双星推进的物联
网生态圈战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以轮
胎及智能装备为核心的“工业 4.0 生态
圈”，二是以汽车后市场为核心的“服务
4.0 生态圈”，最终目标是建立起开放、
共享的网络平台，使双星成为以用户体
验为核心、实现大规模定制、提供全方
位服务的企业。

按照集团规划，目前，与双星“工业
4.0 生态圈”相匹配的“服务 4.0 生态
圈”的智能服务平台正在打造中。通过
主攻汽车后市场“服务 4.0 生态圈”，双

星将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路上路下
无处不在，由“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
变，整个系统从用户交互起始，逐步延
展到用户体验、交易、上门服务、服务评
测，全流程闭环，进而实现由服务双星
轮胎到服务其他品牌轮胎，再到服务其
他汽车后市场的其他增值服务。

双星的“智造”创新，赢得了行业和
社会的首肯。目前，双星已连续两年成
为“亚洲品牌 500 强”中中国轮胎行业
冠军（亚洲前三），先后 3 年获得由中国
质量万里行颁发的轮胎行业唯一“杰出
贡献奖”、“服务质量创新奖”、“中国服
务之星”五星奖。2016 年，双星被国家
工信部评为“绿色轮胎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企业”，并获得“全国质量标杆”、“全
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等殊荣。

“做企业需要梦想的支撑。我们的
梦想就是通过二次创业，把双星轮胎打
造成世界名牌。”柴永森说。

有有““ 智智 ””者 事 竟 成者 事 竟 成
本报记者 刘 成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有“高消耗、低
产 出 ”的 突 出 问 题 ，自 给 率 只 达 到
12.8%，要想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真正享
有话语权，就必须要完成“中国芯，中国
造”的目标。作为集成电路企业的重要
一员，刚刚实现我国集成电路存储芯片
产业规模化发展“零”的突破的紫光集
团，正在念响“买、建、聘”三字诀，用清
晰思路精准发力集成电路产业。

“买”——布局完整产业链

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推进战略引
导下，紫光确定了“以集成电路产业为
主导，向泛 IT、移动互联、云计算与云
服务等信息产业核心领域集中发展，打
造中国高科技领域的世界级企业集团”
的战略发展目标。为达成目标，紫光近
年来全面布局从“芯”到“云”的完整产
业链，在聚焦集成电路芯片领域的同时
也不断调整新的业务内容。

2013 年 7 月，紫光以 17 亿美元收
购展讯通信，正式进军集成电路芯片产
业；2014 年 7 月，紫光以约 9.1 亿美元
的收购价格将芯片设计厂商锐迪科纳

入麾下，进入全球手机芯片厂商前十。
这只是紫光战略布局的第一步，

2015 年 6 月，紫光又以 25 亿美元收购
惠普旗下新华三 51%的股份，获得了惠
普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存储器和技术
服务业务，成功将业务触角扩展至网络
层面。

目前，紫光已提出全面构筑“芯—
云—网—端”信息产业生态链的战略目
标，并大刀阔斧地进行投资并购，接连
入股西数、力成、南茂，增持中芯国际和
中兴通讯。通过一系列业务布局，紫光
现已初步完成从“芯”到“云”的战略目
标规划。

“建”——加速扩大产能

统计显示，截至 2016 年年底，紫光
的资产规模已超过 1600 亿元，合并净
资产约为 650 亿元，收入约为 670 亿
元，税后总利润约为 40亿元。

2016 年 12 月，由紫光联合国家集
成电路产业基金、湖北省地方基金、湖
北省科投共同投资建设的国家存储器
基地项目，在武汉东湖高新区正式动工

建设，该项目总投资 240 亿美元，主要
生产存储器芯片。

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认为，武汉
项目意义重大，“一是因为，存储器基地
项目是中国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业规
模化发展‘零’的突破，相当于中国科
技领域的辽宁号航空母舰出海试航；
二是因为，存储器基地项目的运作是
一种新模式的成功探索，这种新模式
就是‘国家战略推动、地方大力支持、
企业市场化运作’三合为一；三是因
为，项目投资强度大，是中国集成电路
行业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中国最
大的单体投资项目”。

赵伟国说，未来，紫光还将在成都
和南京建立半导体制造基地，投资金
额约为 460 亿美元。双方将在集成电
路制造、研发设计、产业投资基金等领
域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打造集研发设
计、制造及配套于一体的集成电路全产
业链生态圈，预计总投资 2000 亿元。
该项目已于 2016 年年底正式动工建
设，重点攻坚 3D 非线性宏单元模式技
术，预计 2018 年建成投产后将达到 10
万片的月产能。

“聘”——加快制程技术研发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集成电路产业
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但人才缺口依然制
约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加快人
才引进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过程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紫光正在高端专业人才引
进方面下一盘大棋。”赵伟国介绍，目前
已经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人
士加盟紫光，其中不乏顶级专家，他们
的加入将为企业带来信息通讯技术、企
业管理、高端研发等先进经验，为企业
注入新的活力。

赵伟国表示：“资金、技术和人才
是拉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三
驾马车’，国家政策的支持是照亮中国
集成电路企业发展的‘指路明灯’，但
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提升自
主研发能力。紫光目前正在全力打造

‘国家级半导体产业人才技术研发舰
队’，通过进一步念好‘买、建、聘’三字
诀，紫光要努力扛起中国集成电路自主
研发的大旗。”

紫光集团：念好“买、建、聘”三字诀
本报记者 崔国强

本报讯 记者许凌报道：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日
前挂牌成立，哈纳斯集团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共同成为该中
心创始股东。专家认为，哈纳斯成功入股，将助推宁夏新能
源产业全面升级。

据介绍，此次哈纳斯成为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创
始股东，是该集团继入股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后，第二
次加入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目前，该集团现已形成“气、
电、风、光、热、冷”为主的综合能源生产供应体系。2016
年，哈纳斯液化天然气销售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16%，已建
成银川 100 万吨 LNG 工厂、东部和西部热电联产 120 万千
瓦项目，在宁夏建成使用丹麦维斯塔斯公司风机设备的风
电 100万千瓦、光伏发电 20万千瓦基地。

据了解，未来 5 年，哈纳斯还将投资 300 亿元在全国
重点发展西北和东南沿海两大天然气产业基地。其中，
在宁夏建设的 500 万吨液化天然气一体化基地，将形成服
务宁夏、山西、甘肃、内蒙古的西北重要的陆上交通燃油
清洁替代中心。

哈纳斯入股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将助宁夏新能源产业全面升级

随着电子商务发展渐趋理性，寻求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的体验式创新零售模式正在悄然兴起。日前，深圳云知科
技有限公司发布最新的跨界新零售战略布局，旨在充分挖
掘中国知识白领的消费需求，利用“物联网+智能设备+大
数据”等技术创新手段，通过线下实体空间主题零售场景文
化与线上社群产品深度融合，为用户提供更有效率的购物
路径，打造国内跨界新零售业态的标杆。

资料显示，2015 年以来，以大型超市、百货为代表的传
统零售实体店颓势明显，便利店和“场景店”却逆风增长。
仅就 2015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百货收入同比增长率
为-2.4%，其门店增长率仅达 1%；而便利店收入同比增长
7.6%，门店增长率达 11%。

“消费升级和精神需求是下一个中国零售业风口。”云
知科技董事长刘宜云认为，零售业的本质在于抓住消费群
体的需求，利用技术创新改善生活品质，建立以消费者为中
心的良好沟通体系，以及满足用户对效用性因素的重视。
所以，“未来零售业发展必须锁定有消费能力的群体，进而
对其展开深度挖掘，融入其消费升级的进程中，并通过与消
费者高效的沟通，使购物变得更有效率、更符合消费者的

‘胃口’”。刘宜云说。
刘宜云认为，近年来，以“快递收发站+社区便利店+线

下体验店”为代表的三位一体的新零售模式并不太成功，其
根本问题在于缺乏锁定精准消费群、缺失与用户的沟通渠
道。虽然这一模式采用了新技术，但没有实现真正良好的
O2O 融合，没有形成有效率的组合，更没有抓住消费升级
的本质。

“2016 年，知识白领的消费已达 3.2 万亿美元，近四成
的知识白领在接受市场调查时表示，其消费的主要目的不
是满足基本需求，而是提升生活品质。所以，云知科技要做
的，就是通过线下场景店、社群服务以及供给侧服务平台三
方的深度融合与相互作用，满足这一群体的消费需求，打造
全新的跨界新零售模式。”刘宜云表示，在线下场景搭建方
面，云知科技将以写字楼大堂为入口，搭建一个全自助、开
放的“云 8”休闲商务场所，提供包括生活服务商品、产品体
验展示、O2O 服务等在内的空间消费；在线上打造“熟嘻”
社群 APP，以线下场景空间为切入点，解决某一时空特征
下熟悉的陌生人变为熟悉的朋友的关系，如打通同一栋写
字楼中楼上楼下不同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隔阂，让用户与
平台、用户与用户、用户与商业产生连接；在供给侧服务平
台方面，将采用店长制运营与智能数字化仓店管理相结合
的方式，利用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大数据消费、物流与结
算管控平台搭建出完整的线上线下服务体系。

据刘宜云透露，目前云知科技已在武汉万达总部、深圳
高新奇科技园区、中粮地产集团中心大厦、深圳软件园、成
都峰汇中心、成都航兴国际等自建了近百个示范样本工程，
并已在天津、西安、南昌等城市发展了 15 个城市运营商，已
为 10万知识白领提供线下场景及 O2O服务。

锁定精准才有真正升级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上海炫踪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日前宣布，已完成 4 亿元人民币的 B 轮融资，并开启 A 股
上市计划。

据了解，此次的投资方包括华鑫证券、宁波银行、杉杉
创投等。B 轮融资完成后，炫踪网络会将资金用于布局全
球发行网络，加强孵化器技术和人才投入等，其战略目标是
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游戏出海平台。

作为一家集研发、孵化、发行、投资为一体的中国游戏
出海平台，近 3 年来炫踪业务发展迅猛，业绩已连续 3 年实
现翻倍增长。

炫踪董事长兼 CEO 李化亮表示，2017 年要争取完成
三件大事：一是进一步扩张孵化中心，广纳国内 CP 团队和
人才一起来做好游戏，做到质和量全方面突破；二是开展
海外并购，到目标市场建立“桥头堡”，从而直接掌握海外
研发、发行的现有渠道，壮大全球研发和发行实力；三是
争取在 2017 年实现 2 亿元的净利润，并开启在 A 股上市
的计划。

李化亮认为，游戏出海不仅要做产品的本土化转化，更
是一种文化的交流。要让中国的游戏产品真正“走出去”，需
要从 idea开始加入海外元素，不论是产品的风格质量，还是
发行的渠道和方法，都要去真正适应海外市场的文化。

据了解，总部位于上海浦东的炫踪网络，专注面向海外
市场的页游、手游自主研发和发行，现已累计发行超过
23 款产品，涵盖 18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用户高达数亿人
次 。 目 前 ，企 业 已 与 Facebook、App Store、Google
Play、ArmorGames、新浪等国际社交平台和游戏平台形
成战略合作关系。

游戏出海平台炫踪网络完成 B 轮融资
4亿元资金布局全球发行网络

通过加速推进“工业4.0”和“服务4.0”战略，双星集团在行业低迷之际实现销量、

收入、利润全线丰收——

③③

图图 ③③ 为为

双 星双 星““ 工 业工 业

44..00””智 能 化智 能 化

工厂外景工厂外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图图①①为双星商用为双星商用

车胎车胎““工业工业 44..00””智能智能

化工厂内景化工厂内景。。

图图②②为双星为双星““工工

业业 44..00””智能化工厂里智能化工厂里

的机器人正在工作的机器人正在工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