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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飞燕”是东风汽车公司的
品牌标识。在两只“飞燕”的牵引
下，东风从湖北十堰出发，经襄阳、
随州到达武汉⋯⋯这条绵延千余
里的汽车创业道路，东风走了 40
多年。

“预计到 2020 年，东风汽车产
销规模将超 560 万辆，新能源销量
将超30万辆，核心技术和资源掌控
能力显著提升。”东风汽车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竺延风说，随着新
蓝图的绘就，东风汽车正凭借“绿
能”和“智能”的技术战略双翼翱翔
在业界风口上。

科 技

1969 年，当二汽（东风汽车公
司前身）人的呐喊回荡在十堰山坳
里时，恐怕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成
长为中国汽车界的“巨无霸”。今
年上半年，东风汽车销量达 184.5
万辆，位居行业第二。其中，自主
品牌汽车销售 70 万辆，同比增长
7.04%，不少产品远销非洲、东南
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傲人的成绩从何而来？东风
的回答似乎有些“老套”——科技
创新。不过，在竺延风看来，“老
套”也没什么不好。“老套不等于
过时，对于实体企业来说，最核心
的竞争力一定来自于持续提升创
新驱动能力，这也是东风汽车寻
求突破性发展的主攻方向。”竺延
风说。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东风先后
与 PSA、雷诺、日产等伙伴在新能
源汽车方面共同开发、共享知识产
权；与一汽加快共建前瞻共性技术
创新中心，围绕车载智能网联、燃
料电池、轻量化等前瞻性技术开展
研究，解决双方面临的共性技术问
题；与高科技企业开展智能网联汽
车、无人驾驶汽车研发合作，努力

奔跑在创新前沿。目前，东风无人
驾驶汽车也正在加速验证中，该款
产品已具备自动泊车入位、自动转
向与跟车、高速变道、行人识别等
功能。

统计显示，10 年来，东风累计
投入研发资金 957 亿元，获奖数量
位居行业第一。尤其是最近 5 年，
公司专利申请量合计 7660 项，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合计 982 项，专利
申请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 年东
风自主研发的东风风神 E30 纯电
动轿车上市。该车获得各类专利
102 项，制定标准 20 项，成为国家
科技创新工程重要成果。

2016 年 10 月份，东风 A9 在
“中国车年度大选”中获得最高奖
——年度车型大奖。东风 A9 项目
总工程师王小川告诉记者，针对国
产车普遍存在的“槽点”噪音问题，
设计团队通过 4 年攻关对 30 多处
噪音源展开优化设计改造，终于打
造出静音座舱，让 A9 的内噪降至
同等车型最低。

人才是创新的根本。统计显
示，截至 2016 年底，东风科技人员
已达 2.2 万余人，研发人员占企业
总人数的6.1%，远超国家评价体系
要求的 3%。同时，东风不断创新
产学研合作模式，与清华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等多家院校及华为、
宝钢、中国普天等大型企业集团
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宽领域
展开合作。

根据企业发展规划，到 2020
年，东风自主研发综合能力将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并在新能源、智能
网联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到 2025
年，公司整体研发能力要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尤其是在一些代表发展
趋势的关键技术领域要达到国际
国内领先水平。

面对未来，东风正在下一盘更
大的棋。“‘绿能+智能’是赢得这局
棋的关键。”竺延风介绍说，绿能战
略包括绿色材料、绿色动力、绿色
制造；智能战略要围绕汽车本身的
智能网联展开。围绕两大技术战
略，东风在未来5年至10年将重点
发展包括动力总成、材料技术、新
能源技术等在内的10大领域。

智 能

日前，记者在东风汽车公司旗
下神龙汽车公司成都工厂焊装车
间看到，占地面积约10个足球场的
车间俨然就是一个“机器人王国”：
442 台各种机器人都在忙碌着，所
有点焊、弧焊、激光焊、螺柱焊、涂
胶、包边、铆接、部件搬运等“重活、
累活”全部由机器人自动完成。焊
装分厂厂长孙继胜介绍说，除 442
台机器人外，车间还有另外一个

“撒手锏”——六面体转台设备。
“原来生产 1 个车型要建 6 条生产
线，现在 1 条生产线就可以生产 6

种车型。”孙继胜说。
在东风商用车重卡新工厂，记

者看到的又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
象。作为国内商用车行业标杆工
厂，该厂广泛应用智能化、信息化
技术，因地制宜地开发出设备组
网、生产调度、总成上线扫描、零
部件集配 4 大信息子系统，实现
与 生 产 进 度 联 动 的 设 备 工 艺 参
数 设 定 、设 备 状 态 监 控 、设 备 维
修管理、设备实时数据采集等自
控功能。

近年来，东风一方面加快“智
能化”工厂建设，培育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加快智能产品和智能技
术研发，以打造数字化智能汽车生
态圈为目标，促进网络基础平台、
工业智能化体系及互联网运营平
台的融合。

作为汽车技术发展的两大主
流方向，“智能”与“绿能”是先行技

术的代表，无人驾驶则是智能网联
汽车技术的风向标。东风公司技
术中心早在 2013 年就启动了相关
工作，目前已经掌握无人驾驶车辆
自主控制层面的技术。在主题为

“跨越险阻 2016”的地面无人系统
挑战赛中，无人驾驶版东风风神
AX7 完成共计 15 千米的越野道路
行驶，综合成绩在99台参赛车辆中
排名第6位。

在东风“互联网+”的整体战略
构想中，研发智能汽车是首要任
务。2014年，东风与华为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汽车电子、智
能汽车、IT/ICT 信息化建设等领
域展开跨界合作。东风汽车公司
副总经理刘卫东介绍说，东风将与
华为在工业自动化、管理数字化和
信息网络化的基础上构建智能化
制造体系。

“具体来说，实现该体系需要
分 三 步 走 ：第 一 步 是 共 同 开 发
Windlink 产品和服务；第二步是共
同规划互联互通的车联网产品和
服务，实现车辆互联的智能化；第
三步是共同研发智能汽车，通过辅
人阶段、拟人阶段和共生阶段最终
实现具有‘情感’的智慧汽车。”刘
卫东说。

此外，东风还与一汽加强汽车
智能制造合作，研发新一代快速充
电技术、新一代汽车材料等；与互
联网运营企业合作，充分发挥自身
在汽车领域的资源优势、人才优
势、线下 4S 店优势，把汽车服务向
汽车金融、二手车、汽车租赁等应
用领域延伸，逐步打造出一个以消
费者为中心的汽车应用生态圈。

绿 色

对于东风来说，十堰是发展基
地、创业之源。但对全国百姓而
言，十堰代表着南水北调的起点、
润泽中华的源头。一个地域，两种

角 色 ，东 风 深 知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绿能”战略，推动企业从“绿色制
造”迈向“制造绿色”不仅代表了企
业本身转型发展的方向，更是服务

“一江清水送北京”的重要保障。
为此，东风以十堰西城工业园

区为示范点，积极探索工业污水
集中治理的管理创新模式。统计
显示，最近 3 年里，东风有 15 家工
厂及子公司密集入驻十堰工业新
区。为保证水质的安全，东风明
确要求入驻单位必须实现再生水
回收再利用，并达到“零排放”园
区标准。

为提升废水处理效果，东风在
十堰工业新区实施工业废水集中
治理及中水回用项目，确立了“分
类收集、集中治理、一次规划、分步
实施、再生水统筹回用”的整体建
设规划，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
选用在机械加工行业应用成熟的

DAT-IAT生化处理工艺。
目前，十堰西城工业园区已成

为国内首个汽车制造行业循环经
济示范园区。由于实现了中水回
用，东风不仅每年可节约 300 余万
吨水资源，还可为区域水环境保护
分担压力。

一系列领先技术的成功运用
让东风的“生态型”生产制造基地
名震业界。统计显示，以 2015 年
为基数，东风公司万元产值综合能
耗下降 15.62%，COD、SO2 排放分
别下降7.22%、1.75%。

为应对资源、环境压力，推动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家把新能源
汽车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站在新能源汽车的风口上，东风明
确提出，在研发和产业化上取得突
破，力争到 2020 年在新能源汽车
市场占有率达15%至18%。

早在17年前，东风就启动了电
动汽车研发项目。2010年，东风又
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战略，9 个
整车平台项目集中立项。从第一
台纯电动汽车风神 E30 到最新的
风神 A60-EV，东风新能源汽车实
现了一次充电行驶 200 公里，最高
时速 130 公里的跨越。目前，东风
已逐步掌握电池、电机、电控等新
能源汽车核心“三电”技术，构建起
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发展优势。

时至今日，东风已有近百个车
型进入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
荐目录，申请新能源汽车相关专利
370 余项，各类新能源汽车已在武
汉、广州、郑州、大连等城市示范运
行。今年上半年，东风新能源汽车
销售1.77万辆，同比增长84.49%。

竺延风告诉记者，目前，东风
公 司 正 在 策 划 编 制“ 绿 色 东 风
2020”行动方案，努力构建“1+3”
绿色管理体系。其中，“1”代表“绿
色价值链架构”，“3”即“绿色产品、
绿色供应链和绿色工厂方案”。这
一管理体系的落实将为东风持续
发展插上绿色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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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东风风神焊装车间。 邓金龙摄

图为东风商用车。

图为东风旗下神龙公司的自动化生产线。 邓金龙摄

“今年，美兰机场将继续紧抓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东风，
力争开通海口前往印尼、菲律宾、
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国际航线。”海航集团旗下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串起国内市场与东盟十国物
流供应链的重要中转站，美兰机场
正成为现代物流体系中东南亚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落脚点。

统计显示，目前，美兰机场运
营国际航线 21 条、地区航线 5 条，
国际通航城市 20 个、地区通航城
市 5 个。在旅客吞吐量方面，2017
年上半年，美兰机场国际及地区航
空市场完成旅客吞吐量约 41 万人
次，同比增长 27%；预计 2017 年全
年将实现旅客吞吐量 8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0.1%。在货运方面，
2017 年上半年，国际出港货物运
输量约为 10790 件，国际进港货物
量约为 40752 件，国际航线货物运
输总量同比增长15%。

“美兰机场多条国际航线的开
通能够大大提升客货运输辐射能
力，形成中国南部人流、物流网的
集散地。同时，美兰临空产业园也
有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
点之一。”该负责人表示，美兰临空
产业园将构建起东盟国家供应链
服务体系。结合东南亚国家临空
经济发展方向及产业布局，产业园
拟在基础设施开发、园区招商运营
与产业入驻等方面与相关机构和
企业展开合作。

具体来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美兰机场将积极参与东南亚国
家相关临空经济区基础设施开发，
包括道路、综合管网及市政公用
设施等；在园区招商运营方面，利
用自身产业优势，组织航空维修、
物流仓储、航食加工、跨境电商等
产业入驻园区；进一步吸引上下
游产业，构建园区产业生态链，促

进临空产业园持续健康发展；利用
自身成熟的园区管理经验，将物联
网、移动互联网和云管理相关技
术 融 入 园 区 运 营 管 理 的 各 个 环
节，推动园区产业及人居的智慧
化进程，实现园区生态管理和智慧
运营。

同时，美兰机场积极对接跨境
电子商务，拟通过个人物品直邮进
口业务打开跨境电商业务通路，为
国际航空货运量的增长找到新的
突破口。按照相关计划，美兰机场
将逐步完善国际业务的配套服务
体系及基础产业，为其发展成为国
际航空枢纽奠定基础。比如，美兰
机场按海关 171 号令要求完成了
一期快件监管中心建设，并获得海
口海关审批，成为海南省首家可以
开展个人物品快件通关业务的海
关监管中心；拟建设 5000 平方米
的新快件监管中心和5000平方米
的国际货运一级库，规划建设 4 条
快件查验流水线，预估年入境快件
通关量可达7680吨。

“未来真正的枢纽之争是平台
的竞争和生态体系的竞争。要更
好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供
应链快速变化带来的机遇，需要构
建平台、生态，囊括货流、信息流、
资金流，以更快速、更便捷的服务
为相关企业带来更低的成本。”该
负责人表示，目前美兰机场建立
区 域 中 转 站 的 硬 件 条 件 已 经 具
备，软件方面也迅速跟进，“未来
的机场将不仅仅简单围绕旅客和
货运提供服务，还要通过与临空
产业园区的联动实现供应链的互
联互通”。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美兰机
场将以“立足海南、辐射东南亚地
区的枢纽机场”为目标，做好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空中支点”的服
务者，努力营建覆盖整个南半球的
现代物流中心。

美兰机场服务海上丝绸之路——

营建南半球物流中心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不知您是否设想过这样两个
场景。

场景一：某日，您正在法国旅
游，饥肠辘辘之时走进一家正宗的
法国餐馆。服务员微笑着递过一
本菜单，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法
文，这对初到法国又不懂法语的您
来讲如同天书。这时，您掏出手
机，接通刚刚雇佣的一位远在中国
的翻译官视频，聊个天的功夫就搞
定了点菜这点小事。

场景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
子里，一位意大利人来到北京旅
游。为使旅程更接地气，他也掏出
了手机，即时联系到一位家住附近
的意大利语翻译，并提出委托要
求。于是，按照这位外国友人的要
求，翻译带着他来到自己平常最爱
光顾的烤串店和冷饮店，带其体验
具有“烟火”生活气息的本地生活。

“本地化、精确化的语言服务
超越了翻译本身，是一般的地陪服
务难以达到的。”为外国友人提供
这项服务的公司——嘀嘀译（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D
翻译官”）CEO刘昊说。

上述两个场景都是 DD 翻译
官为消费者提供的特色和个性服
务。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公司不
同，DD 翻译官是运用互联网思维
和逻辑提供翻译供给的语言服务
平台。“目前，传统翻译公司普遍
缺乏对专业领域的细分，水平也
参差不齐，但 DD 翻译官通过严
格的内外部校审制度有效解决了
这一问题，保证了翻译质量的高
标准和翻译层次的严格区分度。”
刘昊说。

业界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在翻译行
业，独角兽级别的企业很少，多元
化服务缺位严重，个性需求无法得
到满足，高级内容的定制化服务亟
待开掘。市场迫切呼唤一批以知

识共享为核心理念的互联网内容
服务语言翻译平台”。

正是看到了翻译界的这些短
板，2016 年 1 月份才成立的 DD 翻
译官试图探索出一条新路。公司
成立 1 年多来，通过互联网共享经
济优势为翻译需求者和具有语言
能力的专业领域人士提供对接平
台，实现更加精准的供需匹配，推
动以高效、多元为特征的消费升
级。“公司的目标就是让具备高能
力的人干高难度的活，获取更高
的回报。”DD 翻译官成都负责人
郭杨铭说。

譬如，某家金融机构举办美元
基金大会，参加者大多为来自世界
各地的金融界人士。会议要求提
供英文同声传译，同时要求翻译官
懂得 TMT、AI，还得懂金融和投
资。DD翻译官按照客户要求提供
了一位同时在互联网行业和投资
公司工作过的，曾做过多年同传的
顶级翻译官。可以想见，当时的现
场效果非常好，主办方和参会者都
非常满意。

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翻译
市场总规模约为 3600 亿元，其中
全球翻译领域直接市场空间 3300
亿元，中国国内直接市场空间 300
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DD
翻译官正努力向“业内首家具备互
联网思维的高精准语言服务平台”
目标前行。

“今年，DD 翻译官将在平台稳
定运行 的 基 础 上 继 续 拓 展 用 户
数，提升品牌度。我们不能因为
已同宝马、腾讯、百度等知名企业
建立合作就沾沾自喜，合而共赢
依旧是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之一，我们要努力在今年实现签
约企业 120 家的目标。至于 2018
年，公司将致力于开发衍生产品，
实现高级服务产品的快速盈利。”
刘昊说。

DD翻译官布局个性化场景服务——

以全新理念超越传统
本报记者 梁剑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