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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北京奔驰战略重组项目
签约仪式日前在北京市顺义区北汽研发基地举行。据介
绍，该项目投资总额为119亿元，目标为打造拥有全球最
先进生产工艺标准的奔驰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项
目一期年产能为15万辆，计划于2019年底下线，预计年
产值500亿元，未来年产能可扩充至30万辆。

专家表示，该项目在充分利用原有产能，不新增用
地、不新增产能的基础上，将原产能改造为高端产能，实
现了质量与效益的同步升级。

智能化水平高、技术水平高是该项目的突出特点。
工厂将装配包括自动伺服冲压线、1400 台KUKA 机器
人、三维激光扫描焊接、Best Fit智能衔接等全球最先进
的新能源生产工艺，工厂的智能化、自动化率预计将达
90%。项目基于北京奔驰自主研发的模块化纯电动架构
平台，未来将在顺义密集开发投放一系列全新纯电动高
端车型，引领汽车产业创新发展。

本次奔驰战略重组项目落户是顺义服务北京建设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推动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构建，
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减量发展的
重大举措。

作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三城一区”主平台
的创新型产业集群，顺义把发展创新型产业作为经济结
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预计到
2025 年，顺义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实现工业总产值
1500亿元，培育百亿级领军企业5家，新能源整车产能
达到40万辆以上。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张永勤报道：中国化工
集团旗下中化实业有限公司、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日前与青岛西海岸新区签署《中化青岛西海岸创新科
技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投资600
亿元建设创新科技城。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以互联网创新产业园为
核心的科技新城项目。项目主要包含互联网创新产业园、
能源储运和交易中心、国际创新服务产业园、绿色智慧城
市示范区4个板块，计划年内开工，2025年建成运营。

据介绍，该项目是中国化工全面转型为科学技术驱
动的创新平台公司、引领国家能源化工等传统支柱型产
业升级、发展战略新兴科技产业的重大举措。项目建成
后，预计可吸引相关领域合作伙伴近千家，打造产城融
合、可持续发展、面向未来的城市典范。

具体来说，中国化工规划建设互联网总部大楼、能
源互联网产业研发中心、云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人工
智能研究院、区块链技术应用中心、物联网研究中心、行
业应用展示中心、互联网实训基地、产学研创新基地等
10 类创新科技研发应用平台，通过“自营+平台+产业
链+生态圈”的运营模式，重点打造石化能源产品的线上
交易平台，实现贸易营销、仓储物流、金融服务等全产业
链资源融合。

不新增用地和产能

北京奔驰打造高端新能源基地

向创新平台公司转型

中国化工在青岛建科技新城

一家传统造纸企业跨界转型到云
计算领域，居然成功了！

这家创造奇迹的企业名为中冶美
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美
利纸业。该公司于 1998 年上市，2006
年划归中冶集团，曾是西部造纸行业的
龙头企业。美利云总经理田生文告诉
记者，10多年前，因行业不景气及历史
包袱等因素，美利纸业经营一度陷入困
境，2012年被划归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诚通接手后，尽管开展了一系列
业务和人员调整，企业经营形势依然严
峻。2014 年，恰逢宁夏中卫市开建西
部云基地，诚通集团抓住这一契机，决
定让美利纸业进军云计算领域，走转型
发展之路。”田生文回忆说，“在转型过
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一切都
是值得的。华丽转身之后，企业市值由

不足15亿元飙升至逾百亿元，一举跃上
云端”。

从传统产业迈向云计算这样的新
兴产业，理念、人才、技术都是绕不开的
难题。怎么办？

“最好的选择就是混改。通过混
改，我们成功引进相关企业帮助完
成了转型。”田生文介绍说，2016 年 4
月份，诚通集团引入赛伯乐投资集
团作为战略投资人。赛伯乐投资集
团是一家通过科技、资本和国际化
手段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综合服务
的投资集团，该集团及旗下基金共
出资 10.3 亿元完成美利纸业股份认
购，占其总股本的 28.82%，成为美利
纸业第二大股东。随即，美利纸业
增资 12 亿元收购了云计算基础设施
投资公司——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
资有限公司，并在中卫市中关村西

部云基地投资建设超大规模云计算
数据中心。至此，企业混改完成，云
计算基础设施业务成为美利纸业新
的重要业务。2016 年 8 月份，美利纸
业更名为美利云。

“以混改促转型，美利云堪称国有
企业中的成功典范。”多位专家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走进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中卫
市中关村西部云基地，两座绿树掩映的
大型白色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美
利云中卫数据中心。进入“厂房”，没有
机器的轰鸣声“做伴”，只有一排排整齐
的机柜安静地矗立着。

资料显示，作为工信部等三部门确
定的“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单位”，美
利云中卫数据中心与传统数据中心相
比可节能 50%以上，能提供不间断、稳
定可靠的服务。

根据计划，美利云将建设数据中心
机房 10 栋，可容纳高密机柜 2 万余个，
服务器30万台至40万台，目前已建成
两栋数据中心机房，用户为知名互联网
公司奇虎 360，其中 E3 机房已于 2016
年10月份交付360使用。

“西部云基地是国家大数据产业布
局的枢纽节点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全球
高端节点，集中了美国亚马逊、中国移
动等一批国内外顶尖公司。能够跻身
其中意味着，美利云已经不再是昔日的
丑小鸭，而是振翅高飞的白天鹅了。”中
卫市云计算和大数据发展服务局副局
长李彬评价说。

“未来，美利云将以数据中心业务
为依托，开展包括工业云、旅游云、能源
云、教育云等在内的云平台服务，努力
成为国内领先的云计算上市公司。”田
生文表示。

造纸企业混改转型云计算——

“ 美 利 云 ”跃 云 端 记
本报记者 拓兆兵 许 凌

“80年代用北滘人，90年代用中国
人，21世纪用全世界的人。”美的集团创
始人何享健10多年前总结的这句话，许
多人都耳熟能详。

沿着选对人、用好人的思维轨迹，
美的不断以更开放的心态和胸怀吸引
人才、接纳人才，也正是这份求贤若渴
的态度帮助美的从一家珠三角小镇的
乡镇企业成长为世界500强企业。

用 全 球 人 才

“过去，集团最高管理层基本都是
中国面孔，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谈到集
团人才结构，美的人力资源总监刘敏
说，“我们执委会开内部会议的时候需
要汉语、英语、日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同
声传译，就像开国际会议一样”。

这是美的用全球人才推动全球化
战略的生动写照。“美的要在全球招募
人才。”正如美的集团董事长、总裁方洪
波说的。

“在人才方面，我们初步实现了全
球配置。谁能力强就用谁，至于国籍，
我们不太在意。”刘敏说：“为完善全球
化研发布局，更好地整合全球研发资
源，我们还跟着人才建研发中心。哪里
人才集中度高，我们就去哪里。”

如今，从东半球的日本、印度、新加
坡到西半球的美国、德国、以色列，美的
在全球建设了 20 个研发中心，实现了
研发的全球化；在白俄罗斯、意大利、
巴西、阿根廷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了 15 个生产基地，实现了制造的全球
化；积极推进与全球领先品牌的战略
合作，先后与库卡、东芝、安川、伊莱克
斯、博世等机器人、家电行业巨头开展
合资合作，实现了经营的全球化。2017
年，集团海外业务收入1000亿元，占总
收入的比重接近一半，其中“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销售额达95亿美元，占海外销
售额的57%。

支撑起美的“3个全球化”的正是美
的的人才全球化战略。美的目前在全
球拥有13万名员工，其中海外员工超过
3万人，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来自全
球的智慧与大脑正共同构筑起美的全
球创新人才生态。

“正是考虑到人才的集聚性，美的
未来科技中心选址于美国硅谷，希望能
吸纳大批优秀的硅谷精英。不仅仅是
未来科技中心，每一家研发创新中心的
选址都能看出美的集团充分考虑人才
集聚效应的良苦用心。”刘敏说。

“我们绝大多数产品事业部都有自
己的外籍专家团队。比如说，厨电工业
设计体系专家团队组成成员大多来自
意大利。”刘敏说，人才全球化与国际化
已经成为美的人力资源最明显的特征。

用 高 端 人 才

不久前，美的集团发布“人机新世
代”战略，通过技术驱动、全球扩展、人
机交互、用户导向、互联网牵引等，再一
次为未来注入无限想象。业界评价认
为，这是美的转型再出发的序曲。

2017年3月份，美的首次宣布从家
电企业向科技集团转型，其决心仅从人
才调整这一点上便可窥知一二。

刘敏说，“在转型之前，美的一直是

比较偏向营销导向型、制造导向型的企
业。转型之后，我们加大力度吸引科技
人员，科技人员占比正在飞速提升”。

事实上，美的在科技转型方面早有
准备。比如，美的中央空调事业部请来
了业界知名的夏伦熹博士。在这位曾
在美国特灵空调总部工作20多年的海
外专家的带领下，美的中央空调节能效
率和用户体验等指标得到极大提升；比
如，石祥祚来了。这位被同事亲切地称
为“极客欧巴”的韩国籍专家曾在 LG、
三星技术部门长期供职。加盟美的后，
他带领团队研发出冰箱保温材料第三
代新型发泡剂，攻克了这一困扰业界多
年的世界级难题。

在美的首席技术官、集团中央研
究院院长胡自强看来，今天的美的已
不再满足于解决某一具体产品的技术
问题，“我们要基于战略规划制定创新
目标”。

“科技创新始终是美的制胜的法
宝，但要保持创新优势首先必须保证人
才优势。”刘敏举例说，2012年加入美的
的胡自强也是海归，曾在多家世界级企
业供职多年。“胡自强博士给美的技术
体系带来了很大变化。以前，美的技术
体系比较重应用开发，基础研究部分相
对薄弱。是胡自强博士帮助我们完善
了整个研究体系，开展了很多中长期基
础研究，补齐了美的的短板。”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美的全球
创新中心共有超过4000名研发技术人
员，能够同时开展近千项研究。其中，

从世界各地引进的外籍专家及具有海
外留学和工作背景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超过 500 名，博士数量已从 2012 年的
20人增加到现在的500人。目前，美的
国内专利申请已突破7万件，授权专利
3.5万件，家电领域发明专利从2015年
至2017年连续3年排名全球第一。

用 时 代 人 才

美的一直认为，时代的企业要用时
代的人才，因此千万不可轻视年轻人。

“如今，‘90 后’已经走上工作岗
位。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这些新生代

‘难管教’‘不靠谱’，但在美的，他们被
视为‘新生代中坚力量’。”刘敏说，企业
用人一定要结合新生代员工特点，形成
人才机制与企业战略的协同，这样才能
使企业更加富有朝气。

2017 年 ，美 的 招 聘 应 届 毕 业 生
1600人，其中硕士、博士占比高达50%；
研发人才663人，占比超过40%。这些
年轻人遍布于美的各个事业部的研发
平台和集团中央研究院，堪称美的最富
活力的人才群体。

“‘90后’是个人价值观比较强的一
代。要吸引、管理他们，需要尤其注重
个体的价值诉求，实行差异化管理，以

‘私人定制’的培养机制形成企业与人
才啮合式的和谐运转。”刘敏说。

“美的很注重员工发展空间，这让
我很快找到了认同感。在美的学院

里，我不仅学习到知识，还拓展了视
野，到欧洲零距离观察什么是真正的
工业 4.0。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美的
的未来，还看到了自己的无限可能性。”
入职美的才 3 年的“90 后”男孩儿陈汉
锡说。

为促进年轻人才与企业共同成长，
美的紧抓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两个驱
动力。在物质激励方面，美的开展人才
科技月活动，专项奖励优秀科技人员与
团体，还通过薪酬福利政策向关键人
才、科技人才倾斜等举措扎实推进人才
工作。在精神激励方面，美的尽最大可
能给予年轻人尊重及价值认可，让他们
在获得在世界级企业工作的自豪感的
同时，享受到快乐。

从昔日只有数十名员工的小企业
成长为一家拥有13万名员工的巨型集
团，美的人才梯队的跳跃式发展可谓是
其包容性人才观的集中体现，13万不同
肤色的员工更是共同组成了美的集团
最鲜艳的企业底色。

从追赶者转变到领先者，从家电企
业到全球化科技集团，美的的变化天翻
地覆，但它那颗求贤若渴、珍爱人才的
心从未改变。

图① 美的集团实验室内景。
图② 在 2018 年 AWE 展会上，消

费者正在体验美的的创新产品。
图③ 实验人员正在测试空调静

音情况。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美的是如何用人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腾 讯 公 司 日 前 宣 布 ，
QQ—X 计划继第一季“入
地”之后将启动第二季活动，
带着小伙伴们“上天”。

QQ—X 计划是由腾讯
QQ发起的科技探索公益项
目，旨在激励年轻人敢想敢
为、勇敢探索未知的兴趣，以
努力发现世界之美。

腾讯公司 QQ—X 计划
项目发起人李丹告诉记者，X
计划第一季带领年轻人从线
上走向线下，体验地球各个
角落的不同侧面，第二季则
将触角伸向太空，帮助年轻人
实现他们的“太空梦”。李丹
透露，目前腾讯QQ已与俄罗
斯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
美国国家航天局休斯敦太空
中心以及中国卫星发射基地
达成合作协议，参与者能够
近距离见证火箭发射、体验
太空零重力和模拟驾驶、参
观NASA中性浮力实验室、
参与操作水下机器人等。

李丹告诉记者，像第一
季一样，此次太空探索之旅
将继续应用由QQ研发的诸
多“黑科技”，例如 QQ 智能
摄 像 机 、小 Q 机 器 人 、
Qzone Glass 等前沿硬件，
以增加探索的趣味性与科技
含量。活动还将通过腾讯
QQ旗下多个平台，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让没能亲身
参与的年轻人一同感受太空奥秘。

腾讯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1999年2月份诞生
的QQ不久前迎来了自己的19岁生日。正式“成人”的
过程，也是 QQ 不断发展、迭代及嬗变的过程。如今的
QQ早已不局限于社交平台一项功能，目前已在人们的
工作、生活和娱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
QQ拥有的人工智能、人脸识别、AR、云技术等先进科技
及相关产品等，均已成为腾讯未来科技布局的重要载体。

“QQ一直在成长。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希望通过平
台价值更好地连接年轻人，激发他们认识自然、探索世界
的热情和求知欲，帮助培养并提升青年一代的科学素养
和创新天性。”李丹说，这也是X计划所标示的“科技探索
世界”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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