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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2日，郑州城东。
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大院内，一台矩形盾构机正在深
坑中施工，这是我国首个采用盾构
机施工的地下停车场试验项目。
业内专家告诉记者，采用盾构工法
修建地下停车场不仅是国内首创，
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类似案例，堪
称盾构领域的又一创新壮举。

事实上，这已不是中铁装备
第一次引领行业发展。近 3 年
来，中铁装备一系列新产品的问
世，不断刷新自己创造的一项项
世界纪录，推动了我国工程建设
乃至世界工程建设领域的重大变
革，成为高端装备领域最亮丽的

“中国名片”。

品牌的内核：

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
“上天有神舟，下海有蛟龙，

入地有盾构。”这句在工程界流传
的顺口溜，足以说明掌握盾构技

术的难度。
在 2016 年 4 月份举办的国

际顶级展览德国慕尼黑宝马展
上，全球盾构机生产标杆企业德
国海瑞克公司高管面对中铁装备
的矩形盾构模型也赞叹不已，“这
种产品，我们虽想到过但没有做
出来，你们是好样的”。

国外同行的高度认可，来自
于中铁装备在掘进机技术方面的
突破和创新。可以说，中铁装备
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科技创新
史，也正是永不停歇的技术创新
才塑造了中铁装备的品牌内核和
核心竞争力。

“科技创新是中铁装备的立
企之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我们成功实现了以技术引领
创新发展的华丽转身，形成了产
品向上的核心竞争力。”中铁工程
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顺辉
说。

谭顺辉回忆说，2001 年，国
家将盾构关键技术列入“863”计
划项目，决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盾构国产化。从 2002 年到 2008
年，短短 6 年时间里，中铁装备完
成了其中 5 项关键技术的突破，
国产盾构机整体性能指标、掘进
控制能力不输国外品牌，大大增
强了盾构国产化的信心。

2013 年以前，在矩形盾构式
顶管机领域，国外品牌盾构一直
在直径 4 米至 5 米徘徊，从未“染
指”10 米以上直径矩形盾构式顶
管机的研发。敢于超越自我的中
铁 装 备 成 为“ 第 一 个 吃 螃 蟹 的
人”。2013 年 12 月份，矩形断面
长 10.12 米、高 7.27 米，在当时属
世界最大断面的矩形盾构式顶管
机在中铁装备盾构总装车间下
线。该产品不仅实现了高端技术
的突破，更开创了国内城市隧道
建设的新模式。

“创新能够为企业品牌提供
强大的内核和生长动力。一系列
首创产品、首创工法、首创技术理
念等成果的不断涌现，为企业品
牌建设写下了最好的注脚。”谭顺
辉说。

品牌的高度：

持续引领的技术能力
采用盾构法修建地下停车场

只是中铁装备由“中国制造”迈向
“中国创造”的一个缩影。事实
上，凭借对创新能力建设的高度
重视，中铁装备早已形成极为先
进的技术及产品矩阵，并在世界
范围内保持了持续引领行业发展
的技术能力。

早在 2013 年，中铁装备就研
制成功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断面的
矩形盾构式顶管机，并成功应用
于郑州市中州大道的隧道工程

中，开启了国内城市隧道建设新
模式。

今年 4 月 1 日，在蒙华铁路白
城隧道项目中，中铁装备再次刷
新技术新高度，由该企业研发的
马蹄形盾构机“蒙华号”掘进里程
突破千米大关，标志着我国马蹄
形盾构工法首次应用于山岭铁路
软土隧道且验证成功。

马 蹄 形 盾 构 机 是 中 铁 装 备
专门为蒙华铁路白城隧道量身
设计的。该设备的刀盘采用由 9
个小刀盘共同组成一个马蹄形
断面的新型组合方式，可全断面
切 削 ，也 可 实 现 滚 转 纠 偏 。 自
2016 年 11 月 11 日掘进开始，马
蹄形盾构机先后成功穿越浅埋
层、天然气管道、包茂高速等重
大风险源地带。今年 3 月 25 日，
马蹄形盾构机首创月掘进 308.8
米纪录，在同等地质条件下较传
统施工法提高工效 3 倍以上。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焦卫华透露，目前中铁
装备已经从盾构行业的“追赶者”
变为“领军者”，国内市场占有率连
续5年稳居第一。

品牌的厚度：

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在核心技术上，我们和世界

排名第一的企业比也不落后，目前
差距主要还是在品牌影响力上。”
谭顺辉说，为了弥补这一短板，
2013 年，中铁装备成功收购德国
维尔特公司，并以此为基础，在国
际市场大力推行“中铁装备+维尔
特”双品牌战略，扬起了中国掘进
机品牌“走出去”的自信风帆。

这次成功收购标志着中国在

硬岩掘进机领域已拥有世界先进
隧道掘进设备核心技术和知名品
牌，开启了中铁装备国际化的新
征程。

2015年 10月份，中铁装备自
主研制的矩形盾构机首次出口新
加坡，开创了国产矩形盾构机走
出国门的先河；2016 年 3 月份，公
司出口以色列的首台大直径土压
平衡盾构机下线，创下了国产盾
构机出口海外的最大订单纪录
⋯⋯截至目前，中铁装备已出口
盾构机 25 台，中国品牌在世界盾
构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产品质量过硬，服务质量也
要跟上去，这是中铁装备竞争力
的持续保障。“针对售出的产品，
公司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甚至帮用户免费掘进 300 米，并
培训操作人员；如果用户有需求，
公司还可以提供整体劳务服务。”
焦卫华举例说，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全过程控制的专家式服务甚
至不仅仅针对当地地质条件，连
天气状况也考虑在内。

凭借更好的产品、更优质的
服务，中铁装备正在用全生命周
期的高品质解决方案赢得全球客
户，专业规范、值得信赖正成为中
国盾构的国际代名词。

图为中铁装备生产的马蹄形

盾构机。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中铁装备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成为高端装备“中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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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年古城浙江湖州，有一
家名为“震远同”的中华老字
号。有意思的是，“震远同”虽名

“震远”，却非“震远”所创。
相传晚清同治年间，一位名

为沈震远的湖商在菱湖镇上开了
一间专营茶食的小店，因其茶食
选料讲究、做工精细，小店名震湖
州。几年后，一位名叫方幼时的
年轻人拜在沈震远门下学艺。由
于方幼时虚心好学，性情又敦厚
老实，当沈震远去沪上时便把茶

食店坊交于方幼时经营。方幼时
遂将小店更名为“震远同”，其义
有三：一是借用师名，表示永世不
忘师父教诲之恩；二是决心继承
师业，有所作为；三是以一个“同”
字寓意师徒一脉相承。

可以说，正是这段师徒情分
催生了“震远同”。用湖州震远同
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施荣华的话
说，从“震远同”诞生那日起，传承
就已经是它的使命了。

一份情怀绵延百年。在机器

化、规模化生产的今天，“震远同”
仍然坚持采用传统加工工艺。比
如，生产一块玫瑰酥糖需要经过3
大步骤、18道工序，很多步骤至
今仍保持纯手工技艺，要老师傅
凭手感操作。“这是我们作为一家
百年老店长盛不衰的根基。面对
日新月异的市场，一味追求做大
是不可取的。要做好品牌，必须
尊重传承并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施荣华说。

“震远同”深深感受到，老字

号虽然在传统客户群中拥有稳定
的美誉度，但要开拓新客户群体，
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提升品牌影响
力，必须解决产品结构老化的问
题。为此，“震远同”从改进传统
产品入手，结合新消费的特点推
出新产品。比如，合桃糕是“震远
同”的传统优势产品，为契合消费
者“吃出健康”的新需求，“震远
同”相继开发出桂圆合桃糕、莲蓉
合桃糕、百合合桃糕等低糖营养
的新品种，并根据江浙沪一带传

统进补习俗推出阿胶合桃糕。数
据显示，新产品上市以来受到消
费者的喜爱，企业生产销售连年
大幅上升。

正所谓“师古不泥，善用其
心”。由于完整传承了传统工艺，
巧妙结合了现代口味，今天的“震
远同”已经走出湖州，成为享誉
全国的“糕点大师”。有感于其
对传统的尊崇，包括菱湖雪饺、
南浔橘红糕、双林姑嫂饼等在内
的多个湖州传统吃食品牌都将
制作秘方无偿交给“震远同”。
对此，施荣华表示，“‘震远同’身
上担负的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一家
品牌，而是湖州特产的整体形象
了。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既是责
任，也是动力”。

师古不泥“震远同”
文/本报记者 韩 叙 图/本报记者 翟天雪

54 家全球领导品牌掌舵人或大中华
区 CEO 近日齐聚杭州，包括三星、松下、耐
克、欧莱雅、强生、宝洁等等，与阿里巴巴集
团 CEO 张勇展开了一场关于新零售及新
零售时代品牌建设的讨论。

有机构观察发现，在这场闭门会中，与
会品牌几乎都是行业翘楚，粗略估算市值
总和超过 1 万亿美元。是什么原因吸引这
些品牌 CEO齐聚杭州？答案是天猫。

“在新零售战略的推动下，天猫和过去
完全不一样了。”张勇说，以天猫为主阵地
的整个阿里巴巴集团，将通过数据重构品
牌企业乃至整个商业对人、货、场等商业元
素，并通过重构产生化学反应。天猫已经
从一个线上零售交易平台成为商业社会新
零售的引擎及全球品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
主阵地。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品牌
与天猫携手的历程就是一部互联网商业
史。宝洁早在 2009 年就入驻天猫，是第
一家在天猫开设旗舰店的知名快速消费
品企业。8 年间，宝洁中国电商业务从无
到有，迅速领涨快消行业，用户总数持续
双位数增长，并通过打造高端爆款新品加
速消费升级。宝洁大中华区电子商务总
裁许敏说：“天猫不仅是销售升级、品牌建
设的最佳渠道，更是产品创新加速器与消
费者互动平台。”

据统计，目前天猫已经拥有超过 1.2
万个国际品牌、18 万个知名大牌、8.9 万家
旗舰店。截至今年 3 月份，在福布斯全球
最具价值消费者品牌中，近八成品牌已入
驻天猫，以至于业内戏言，“世界上只有两
种品牌，一种已经入驻天猫，另一种正在来
天猫的路上”。

入驻天猫后，这些大牌们更关心的
是，接下来该如何与以天猫为基础的阿里
巴巴生态紧密结合，进一步实现品牌的商
业互联网化升级。在张勇看来，关键在于
做好三件事。首先是供应链的重构，让
新零售在客户、物流、支付等各个环节实
现全链条数字化；其次是销售全通路的
重构，既包括面向一线城市的天猫超市、
面向城市社区和农村等渠道毛细血管式
渗透的零售通、村淘，也包括速卖通、天
猫国际和 LAZADA 等海外市场通路；第
三是品牌营销和用户连接的重构，通过
天猫生态平台的海量数据、智能化算法、
众多消费者内容社区的构建等帮助品牌
完成品牌运营和消费者关系全链路、全周
期的行为闭环。

天猫认为，重构的背后是客流、商品、
订单、支付和会员 5 个核心商业要素的数
据化。例如客流，怎样把一个走进实体店
的消费者、购买过或者尚未购买过商品的
消费者足迹数字化？怎样能和消费者发生
可复制的交互？如果没有完成这些商业要
素的数据化，人、货、场的重构就无从谈
起。张勇表示，阿里巴巴集团经过多年积
累已经有一系列方案，希望与所有品牌共
享，与所有品牌在探索新零售的道路上共
同前行。

目前，电商已占到我国整个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的 15%，但天猫未来的目标绝对
不 是 简 单 地 把 电 商 比 例 提 高 到 20% 或
30%，而是要站在客户视角、站在全球市场
的视角，把 100%的生意数字化。

天猫认为，商业品牌的核心是从向消
费者销售商品转向服务消费者、让消费者
快乐。其中，关键的工作之一是要用互联
网、大数据、物流和支付等能力帮助传统零
售业合作伙伴实现数字化转型，完成商业
重构。未来，由大数据驱动的线上线下融
合将彻底改变消费者的生活方式，重新定
义和开启商业未来。

截至今年3月份，在福布斯全

球最具价值消费者品牌中，近八

成品牌已入驻天猫，以至于业内

戏言，“世界上只有两种品牌，一

种已经入驻天猫，另一种正在来

天猫的路上”。

在天猫看来，要更好地服务

品牌，进一步实现品牌的商业互

联网化升级，需要着重做好三件

事：首先是供应链的重构，实现新

零售全链条数字化；其次是销售

全通路的重构，既要做好面向国

内市场的毛细血管式的渗透，也

要打通海外市场通路；第三是品

牌营销和用户连接的重构，通过

天猫生态平台的海量数据、智能

化算法等帮助品牌完成品牌运

营和消费者关系全链路、全周期

的行为闭环

54 家全球品牌齐聚

杭州为哪般？

只为天猫
本报记者 秦海波

图图①① ““震远同震远同””不断挖掘传统特色产品的内涵不断挖掘传统特色产品的内涵，，

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口味。。

图图②② 网络销售成为网络销售成为““震远同震远同””新的增长点新的增长点。。

图图③③ 员工正在包装刚刚生产出来的绿豆糕员工正在包装刚刚生产出来的绿豆糕。。

图图④④ ““震远同震远同””成为走亲访友的馈赠佳品成为走亲访友的馈赠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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