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举行特别会议，与会嘉宾认为——

构建全球经济新格局是大势所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广汽传祺：“中国智造”铸就世界级品牌
本报记者 张建军

曾
连
续
两
年
进
入
《
财
富
》
世
界
五
百
强
的
中
国
家
电
企
业—

—

美
的
成
功
在
于
投
身
﹃
全
球
化
﹄

本
报
记
者

张
建
军

12月7日，在2017
年《财富》全球论坛圆桌
早餐会上，美的集团董
事长兼总裁方洪波与沙
特基础工业公司和先正
达等世界500强企业的
领导人讨论了《发展中
的全球化战略：跨境融
合、伙伴关系与有机增
长》等话题。在这些方
面，美的已经做了大量
准备。

在经过广东顺德北
滘的 105 国道边上，一
片不显眼的建筑群静静
地矗立——这里是美的
全球创新中心。在花园
式建筑的公共休息空间
里，常有不同国家的专
家一起聊天、喝咖啡。
这处总投资30亿元、占
地 400 亩、可容纳万名
科研人员同时办公的地
方，曾是美的风扇生产
基地，而风扇恰恰是美
的进入家电市场的第一
款产品。

从劳动密集型的厂
房到人才济济的创新基
地，这种演变显露出美
的破局思路——不再留
恋于大规模、低成本的
增长模式，而是围绕“产
品领先、效率驱动、全球
经营”三大战略主轴，进
行科研创新、提升效率，
以取得在竞争中的主动
权和未来的技术引领地
位。“美的有无数个战
略，但核心战略就是‘技
术创新、技术进步’。”方
洪波这样说。

作为连续两年进入
《财富》世界500强的唯
一一家中国家电企业，
美的业绩一向亮眼，仅
2017年前3季度的营业收入就已超过1800亿元，每年
向全球用户提供3亿台家电、向全球厂家提供3亿个核
心零部件……然而，其近年频频出现在国际市场聚光灯
下，却更多是因为其在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布局：收
购库卡、控股高创、与安川合作……不到两年时间，这个
曾经的家电巨擘，已迅速崛起为国际化科技巨头。

“通过与库卡、高创、安川等巨头合作，不仅收获了
世界领先的工业及医疗机器人制造、工厂自动化解决
方案，美的在家电领域积累的经验与市场资源，也将与
合作企业产生可观的协同效应。”方洪波说。

近日，在普华永道旗下管理咨询机构思略特
(Strategy&)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1000强企业研
究报告》中，列举了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1000家上市
公司，美的集团位列165位。为推动集团科技转型向
纵深发展，2016年美的在科技上投入了60亿元，美国
路易维尔研发中心、美国硅谷未来技术中心、欧洲研发
和创新中心相继落成。这显示出美的从产品国际化到
研发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据介绍，目前美的已引入了德、美、日、韩、新加坡
等多国专家及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的科研人才，研发
人员整体超过10000人，先行研究人员占开发人员比
例达10%。在建设自主研发团队之余，美的还请了大
量“外援”，与近100家世界级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及科
技公司建立深度技术合作。

企业要基业长青，要有能够颠覆行业的核心技
术。近两年全球正以科技资源为核心，开展新一轮创
新资源配置，以“工业4.0”“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相关技术为代表，国际制造巨头们的竞争暗流涌
动。如何进行更有效的创新成了美的一直在思考的
课题。

美的并没有通过简单的并购直接获取核心技术，
而是从2011年起就不断调整自己的科研战略，投入大
量的资金和人力布局全球科研网络，加速科研转型升
级，为未来发展埋下伏笔。过去5年，美的在技术研发
上的投入逐年增长，累计已达200亿元，并建立了全球
研发网络：在全球8个国家共计设立了20个研发中心，
11个在中国，9个在国外。国外研发中心位于美国、日
本、德国、新加坡、奥地利等地，以实现全球协同研发，美
的集团的雄心从其全球研发网络布局可见一斑。

为了更好地实践中长期的研发，美的还成立了中
央研究院，致力于研究 3 年以上中长期基础性、颠覆
性、共性技术。在产品层面，则通过各地生产和研究机
构的协同研发，实现应用性的产品创新。数据显示，5
年以来，集团共计申请专利3.2万件。

通过探索和实践，美的放眼未来，一步步打造出
符合人机新生态未来的跨界经营模式，并以坚实的研
发系统夯实核心技术实力。“如果把它们连接起来，
未来能实现更大价值，这就是美的全球化之路。”方
洪波说。

连日来，380 辆车身上喷印着“财富
论坛”官方指定用车字样的广汽传祺汽
车成为广州主干道上的流动风景线。从
香格里拉酒店到花园酒店，从中山纪念堂
到广州塔……它们代表着中国制造的新
形象，在《财富》全球论坛的国际舞台上讲
述着“中国故事”。

成为《财富》论坛指定用车

年初，经过《财富》全球论坛的多方比
对和现场考察，广汽传祺被遴选为 2017
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官方指定用车，并经
过多方商定确定其旗下的 380 辆 GA8、
GS8和GM8为本次《财富》全球论坛提供
接待用车服务。

服务于《财富》全球论坛的GA8、GS8
和GM8是广汽传祺品牌高端化的战略车
型。定位于“新时代创行者豪华座驾”的
传祺GA8一经上市便相继受到夏季达沃

斯论坛、G20 峰会、东盟博览会和金砖五
国峰会等国际高端盛会的青睐，被业界誉
为“中国高端制造名片”。凭借世界级的
产品力，今年以来，传祺GA8连续多月位
居中国品牌C级豪华轿车销量第一，引领
中国品牌不断攀升。

据悉，汇聚了广汽自主创新最新成果
和前沿科技的首款高端 MPV 车型传祺
GM8在近日结束的广州车展上启动了全
国预售，将于今年 12 月底正式上市。数
据显示，“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传祺
GS8自上市以来供不应求，今年10月份、11
月份销售连续破万辆，形成国内大7座SUV
市场“三足鼎立”市场格局的重要一极。

广汽集团执委会副主任、广汽乘用车
总经理郁俊表示，作为国内首个完成豪华
C级车完整布局的中国品牌，广汽传祺以
创新升级为先导、用体系实力做后盾，通
过构建智能制造体系来实现全产业链的
价值最大化,充分展现了其平台化、智能
化、高端化的体系实力，将引领中国品牌
汽车迈开向上突破的新步伐。

诠释中国汽车“品质+”时代

6年来年复合增长率超85%，这在中
国自主品牌汽车行业是一个个案，创造这
一奇迹的正是广汽传祺。近年来，在中国
汽车市场整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广汽传
祺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发展速度和盈利
水平均居中国品牌前列，走出了一条“定
位高端、品质优先、创新驱动”的发展
路径。

随着汽车市场升级迭代，消费者将更
加注重品质、设计和产品体验。凭借对消
费者需求的前瞻性洞察，广汽传祺自成立
以来便从中高端市场切入，坚持正向开
发，通过创新驱动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实现质量和效益并重，连续 5 年位
列J.D.Power中国品牌新车质量第一，成
为引领行业的典范。

同时，广汽传祺依托广汽集团的全力
支持，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充分利用国内
外资源开展研发工作，在平台技术、发动
机、变速器动力系统等领域掌握关键技
术，持续夯实技术体系优势，成为中国汽

车“开放与创新”的领军者。
在高品质的支撑下，广汽传祺不断向

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高品质产品，在车市
自主品牌整体低迷的情况下实现逆势上
扬。今年前11月，广汽传祺SUV和轿车
全矩阵均衡发力，累计销量超过46万辆，
同比大幅增长38.9%，显示出引领中国品
牌向上，重构市场格局的强劲实力。

郁俊称，“以创新驱动，以品质为基石”
是广汽传祺实现高端突破的核心，传祺以
世界级品质水准与高端制造实力征服市
场，诠释了中国汽车的“品质+”时代。

国际化战略提速

“迈入汽车强国行列”是我国汽车工
业发展的战略。作为自主品牌新生代的
广汽传祺，一起步就将“打造世界级的中
国品牌，做产、销、研全球化的国际企业”
确定为中长期发展目标。制定国际化战
略，布局全球，提升全球适应力、影响力与
显示度，力求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广
汽传祺与《财富》全球论坛深度合作，正是
其国际化战略提速的重要一步。”郁俊说。

事实上，广汽传祺起步便立足全球，
同步布局国内和国际市场，坚持向外输出
高品质的世界级产品，至今已完成中东、
东南亚、东欧、非洲、美洲五大板块 14 个
国家的布局,初步构建起全球销售网络和
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广汽传祺积极参加国际盛
会，用中国品牌讲好中国故事。在今年的
广州车展上，北美车展组委会执行主席罗
德·艾伯茨专程参加广汽传祺新闻发布
会，盛邀广汽传祺参加2018年北美车展。

目前，广汽传祺已成立美国硅谷研发
中心，并面向全球吸纳高端人才，在开发
产品的同时，同步进行品牌导入和渠道开
拓，计划 2019 年正式进入北美市场。在
郁俊看来，北美市场是全球最严苛的市
场，如果一个汽车品牌能进入美国市场，
将成为品牌国际化进程上有力背书和强
大催化剂。

“未来广汽传祺将逐步构筑起完善并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外事业系统，实现产
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布局，同时精选
市场，重点突破，达到海外事业规模和效
益的最优化。”郁俊说。

图为行驶在广州主干道上的传祺汽车。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图为广州汽车集团汽车工程研究院
全自动化装配流水线。

本报记者 喻 剑摄
在美的科技月，参观者正与库卡机器人互动。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调
整，创新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而中国
正在成为全球创新和科技发展的核心之
一。在 2017 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的

“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格局”特别会议
上，多位嘉宾分析当前创新发展的趋势，
并对全球经济走向加以预判，为如何构建
全球经济新格局建言献策。

“增强智能”升级传统产业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传统
产业结构变革步伐逐步加快，企业通过对
传统制造业流程进行智能化改造，逐步实
现从生产型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
升级。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杨元庆表示，以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化变
革正在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从而推动经
济结构的转变。在他看来，“AI”翻译为

“增强智能”更准确。“AI现在的翻译是人
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可能更
好的翻译是增强智能（Augmented In-
telligence）。”杨元庆表示，人工智能不是
为取代人的智能，而是进一步增强人的
智能。

杨 元 庆 预 测 ，未 来 智 能 将 无 处 不
在。“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
的智能设备应运而生，不断地影响每个
人的安全、社会的安全，并感应着环境的
变化。”杨元庆表示，以联想为例，作为一
个制造型企业，实际上在制造的每个环
节都能看到智能化的存在，覆盖了从产
品的开发、供应、市场营销、制造到服务
的全链条。“过去开发产品往往是工程师
自己在实验室里就决定了，现在我们完
全可以通过搜集用户对过去产品的反馈
意见，从而决定下一代产品怎么改进、怎
么定义。在我们的制造环节里最难做的
一件事情是销售预测，运用大数据分析
则很好地帮助我们实现了供需平衡。”杨
元庆说。

高瓴资本创始人、董事长及 CEO 张
磊表示，科技可以赋能、改造传统企业，应
该利用高科技帮助传统企业转型，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同时要兼具包容性和普惠
性，为更多的人创造价值。“例如，现在的
服装店运用AR等最新科技，显著提升了
顾客体验，店员则成为了时尚顾问。”

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变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
在不少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潮流，经济全
球化遇到了新挑战。那么，应如何看待经
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前景？

汇丰集团行政总裁欧智华表示，过
去几年，区域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一带
一路”倡议显著带动区域贸易增长，中国
与东盟、欧盟等多边组织的贸易也一直
蓬勃发展。通过签署地区间贸易协定，
连接各个不同的区域，将会增加区域间
经贸活力。

杨元庆表示，联想在近160个国家和
地区开展业务，70%的业务在海外市场，
如果没有全球化，这部分业务将无从得
来。联想是执行全球化策略的典范。不
管在哪个市场，都充分利用本地化的资
源和人才，因为他们更了解本国的市场
和国情。

谈及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
杨元庆坦言，其实联想公司现在在美国、
欧洲遇到的困难，远远不及在更加封闭
的市场上遇到的困难。作为一个全球化
公司，联想要更努力地适应这一难题。
这恰恰是一个跨国公司需要的管理能
力。“联想在印度、巴西等国家都建立了
自己的生产基地和研发基地，更好地应
对一些国家反全球化的声音，力争在各
个经济体做一个本土化的好公民。任何
一个全球化企业的CEO都应对全球化抱
有信心。”杨元庆说。

创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

中国的经济正在持续增长，这种增
长能否持续下去？张磊表示，中国有巨
大的成长空间，因为创新精神和企业家
精神已经深深植入中国发展的基因。中
国的创新现在出现了新特点，以前的所
有商业模式归结起来，都是“复制到中

国”（C2C，Copy to China），如今已经
发展为“创新源自中国”（IFC，Innova-
tion from China）。张磊说，网上订票
订餐、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等创新都是从
中国走向世界。只要保持创新和企业家
精神，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中国的机
会只是刚刚开始。

欧智华表示，汇丰专注中国市场，因
为中国的金融技术在许多方面比西方更
先进，因此汇丰在深圳设立了一个 IT 创
新中心，希望从中国学到更多的创新和想
法。欧智华说，虽然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的增速在放缓，但人们不要被数字所迷
惑，中国是投资机会最大的市场，业务的
潜力和机会巨大。

“在未来，中国不仅仅是世界的工
厂，也是世界创新的中心。现在世界要
习惯越来越多的创新来自中国。”杨元庆
表示，世界应该要适应这个趋势：中国
将是全球创新的中心，也是全球创新的
重要部分。

12 月 6
日，2017 年广
州《财富》全球
论坛在广州开
幕。这是联想
集团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杨元
庆（左二）等嘉
宾 在 2017 年
广州《财富》全
球论坛全体会
议上。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