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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备受质疑的“门外汉”，到收购
和复兴沃尔沃汽车，再到坐稳戴姆勒最
大股东，改革开放 40 年来，浙江吉利
控股集团以创新为驱动力，不断整合全
球资源，逐渐成长为拥有吉利、沃尔
沃、领克、宝腾、路特斯等十大品牌，
年销售汽车 182 万辆、营收超过 2700
亿元的全球汽车集团，逐步走上高质量
发展之路。

造每个人的精品车

“一位本想买宝马的消费者，在逛
4S店时看到我们的领克后，改变了原来
的主意，立马订了一台领克01。”见到吉
利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林杰，他先跟记
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领克 01 是吉利汽车与沃尔沃汽车
共同研发的高端SUV产品。在今年中国
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举行的C—NCAP测
试中，领克 01 获得 60.1 的高分，这是现
行中国汽车安全碰撞标准体系中唯一获
得超五星成绩的车型。领克01上市不到
一年销量便突破10万辆。

这与 20 年前吉利“豪情”的命运形
成鲜明对比。“吉利首款量产汽车‘豪情’
暴露出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市场认可。公
司创始人、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用压路机把这100多辆车全碾了。”提起
这段往事，吉利控股集团副董事长杨健
至今都很心疼。

吉利是在质疑中进入造车领域的。
此前，李书福经历了6次创业转产，直到
1997 年吉利汽车才现雏形。然而，吉利
造车困难重重，除了一腔热情，几乎什么
也没有。因此，李书福提出要“造老百姓
买得起的好车”的意愿时，曾受到一些人
的嘲笑。

“不低头，不认输，擦干泪，坚持住，
该受的苦我来受，该走的路我清楚。”出
自李书福手笔的这段歌词，正是吉利艰

辛成长历程的写照。在相继推出几款靠
低价占领市场的车型后，2007年吉利发
布“宁波宣言”，开始第一次转身，从之前

“低价战略”向“技术先进、品质可靠、服
务满意、全面领先”转型。正是这次转型，
为后来吉利品牌向上、收购沃尔沃汽车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得益于与沃尔沃汽车的协同发展，
吉利汽车的 技 术 水 平 也 获 得 快 速 提
升。2014 年，吉利推进第二次转身，宣
布“精品车”发展战略。“去年，吉利汽车
8 万元至 15 万元售价车型销量占比已
达到 60%，尤其是 10 万元至 15 万元售
价的车型占比，首次突破了 21%；而 5
万元至 8 万元售价车型占比由 2013 年
的 71.18%降到去年的 32.57%。同时，
吉利汽车在一二线市场的销量占比已
超过五成。”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杨学
良说。

从最初的“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
车”，到“要造最安全、环保、节能的
好车”，再到“造每个人的精品车”，吉
利通过产品结构调整，不仅满足了人
们个性化的需求，而且为用户带来了
更多获得感。“现在回过头来看，通过
调整，我们更好地把握住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先机”。李书福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吉利的汽车梦是与中国改
革开放紧密结合的，也是民企奋发图
强的缩影。

为产业链创造更多价值

精品不是自发诞生的，它首先来自
吉利汽车技术实力的支撑。

走进位于杭州湾的吉利研发中心，
领克、博瑞、博越……记者不仅被这里
的新车吸引，更为这里一流的研发设备
和环境而称奇。吉利控股集团总裁安聪
慧说：“杭州湾研发中心是吉利汽车研
究院总部和研发大本营，占地 415 亩，

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总投资 62 亿
元，包含研发大楼、动力总成试验中
心、整车试验中心、整车试制中心、造
型中心等工作区域，可容纳 8000 余人
办公。”

记者看到，按照沃尔沃技术标准设
计的整车试制中心，冲、焊、涂、装四大工
艺俱全。“采用柔性化新开发车型试制模
式，可以完成年产 2400 辆的小批量生
产。有了这个整车试制中心，过去由消费
者发现的缺陷，就能提前到售前发现，从
而确保产品工艺质量，并缩短了研发上
市周期。”安聪慧对此充满自豪。

安聪慧说，目前吉利控股集团已布
局形成杭州、宁波、哥德堡等全球五大研
发中心和考文垂、巴塞罗那、加利福尼亚
等全球五大造型中心的创新研发体系，
拥有2万多人的研发团队。很难想象，李
书福最早的汽车开发团队仅有 7 个人，
其中只有 3 个人是从事技术工作的。即
便这样，吉利人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
的精神，不仅把研发做起来了，而且创造
了新高度。

“近年来，吉利产品之所以能够大幅
度跃升，不仅在于研发实力的增强，还在
于全产业链的提升。”李书福表示，真正
支撑吉利高质量发展的是公司在造车体
系上全方位发力。

从产品研发到生产制造，从供应
链管理到渠道布局，从品牌营销到售
后 服 务 ， 吉 利 汽车以强大的体系能
力，不断从“对标”走向“立标”。在
自身快速发展过程中，吉利还带动和培
养了大量上下游产业价值链企业的发
展，提高了中国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的
同步研发能力。

迈向全球汽车科技集团

吉利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成
熟，逐渐从以资金换技术，开始升级到向

外提供技术和管理，向世界展示“一个全
新的吉利”。

吉利控股集团从不乏全球化梦想。
2010 年，吉利从福特汽车手中收购了
沃尔沃汽车。几年来，沃尔沃汽车和吉
利汽车良好互动，不仅推动了吉利销量
和品牌“向上”，也加速了沃尔沃汽车
的复兴。

数据显示，吉利汽车在2016年销售
76.6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50% 的 基 础 上 ，
2017年再度实现了63%的高增长，一举
迈过了年销售百万辆门槛。沃尔沃从收
购时的全球销量不到 37万辆，亏损 100
多亿元，到去年全球销量增至 57 万辆，
盈利 100 多亿元。“双方共同打造的领
克，还将在欧洲工厂生产并进入欧洲市
场。”安聪慧介绍说。

自主创新不能闭门造车。李书福说，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只有
更开放，中国汽车工业才能持续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路，近年来吉利控股
集团迈向海外的步伐不断提速。继收购
宝腾汽车之后，2017年 11月份，吉利全
资收购美国飞行汽车公司 Terrafugia。
当年12月份，吉利控股集团参股沃尔沃
集团，成为该公司的第一大持股股东，并
拥有15.6%的投票权。

今年，吉利控股集团宣布，收购戴姆
勒股份公司 9.69%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正式成为戴姆勒最大股东。“前不久，我
们已与戴姆勒决定在华组建合资公司，
提供高端专车出行服务。”李书福表示，
此次联合，有利于加快吉利从汽车制造
商向全球汽车科技集团转型。

未来汽车产业的“电动化、智能化、
网联化、共享化”趋势愈发明显。李书福
说，吉利控股集团将不遗余力地投入科
技创新，不断整合全球资源，推动行业变
革，形成竞争新优势，继续引领产业高质
量发展。

吉利控股集团：

品 质 革 命 促 高 质 量 发 展

□ 本报记者 杨忠阳

在近日举行的 2018 年中国（贵州）
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文化产品博览会
上，200 余名贵州能工巧匠的 500 余件
艺术精品亮相展会。借助这些精美的工
艺品，很多贵州贫困妇女摆脱了贫困。

2013 年，贵州省下发了《关于实施
妇女特色手工产业锦绣计划的意见》，在
全省推动实施锦绣计划。5年来，在贵州
省锦绣计划实施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的
共同努力下，贵州绣娘们充分展示自己
的慧心巧思，用一双双灵巧的手，一根根
银色的针，一束束五彩的线，将古老的技
艺绘成了一幅幅璀璨瑰宝。

绣出新时尚 打开新市场

今年 9月 12日，在贵州织金县茶店
乡海马村蜡染刺绣专业合作社，苗族阿
妈杨志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天能画
50 多个，画一个 4.1 元。平均一个月有
5000元以上的收入。”

杨志群的儿子和媳妇外出务工，丈
夫 2014 年至今患病在床，家里的生计
全靠精于蜡染刺绣的杨志群做苗家服饰
售卖，此前一年只能有 1 万余元的收
入。今年3月，茶店乡海马村蜡染刺绣
专业合作社成立后，杨志群入社务工，

收入是此前的四五倍，家里的经济条件
宽裕很多。

在织金县，像杨志群一样在公司和
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依托蜡染刺绣增
收致富的苗家绣娘有 3000 多人。目前，
杨志群所在的毕节市，刺绣、蜡染和民族
服装服饰特色手工企业有53家，专业从
事妇女特色手工人员有 5500人，带动 2
万余名妇女创业就业、增收致富。

织金县成功探索“互联网+妇女手
工”“公司+基地+妇女”营销模式，实现
手工产品与电商联手的新模式。在妇联
的支持下，他们到英国伦敦参加时装展
示，到德国演示蜡染刺绣手艺。

在贵州铜仁市，围绕“挖资源塑品
牌、以点带面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发展
特色手工产品企业 153 家，培训绣娘 4
万余名，实现产值1.7亿余元，2000余名
贫困妇女实现脱贫。

黔 西 南 州 则 建 立 起 翔 实 完 整 的
13.12万名绣娘数据库，全州39家单位、
企业先后得到锦绣计划项目支持，分批、
分类组织绣娘培训 300 多期，培训绣娘
3万多人，直接或间接带动2万多名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增收。

保护指尖技艺 激活指尖经济

为保护指尖技艺、激活指尖经济，贵
州省政府分管干部连续5年召开联席会
议，连续 3 年召开全省锦绣计划工作推

进会，带领锦绣计划成员单位共同推进
实施。

各市州政府高度重视锦绣计划实施
工作，全省 9个市 （州） 和六枝等 11个
县 （市、区） 成立了锦绣计划实施联席
会议。5年来，贵州省财政投入专项资
金 8500 万元，各级各部门累计投入资
金近10亿元。

贵州省妇联发起成立了贵州省妇女
手工协会。省妇联、省科技厅出资300万
元设立“贵州省妇女创新创业合作基
金”，共实施项目46项，支持蜡染防脱色
技术、刺绣技法融合创新研究等，转化推
广科技成果30多项。

贵州还实施妇女手工扶贫行动，在
台江、三都、册亨、织金、松桃、镇宁建立
全省“锦绣计划巧手脱贫示范县”，全省
建成千余个巧手脱贫基地，1354家妇女
特色手工企业和专业合作社，锦绣计划
连续 3 年列入贵州省政府 10 件民生实
事项目，全省妇女特色手工产业产值达
到60亿元。

推动创业就业 提升脱贫致富

锦绣计划始终把培养人才作为战略
任务来抓。贵州省多部门通力协作，整合
锦绣计划培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民族传统手工艺人才培
训、星光培训工程、非遗传承人培训等项
目和资金，出台了针对不同群体和对象

的培训方案和计划，大力推动院校、企业
合作，以赛代训、以会创业，为贫困妇女
搭建学习和提高的平台。

贵州还鼓励和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民
族手工技艺学历教育，在相关专业增设
妇女手工技能培训内容，培训课程从技
艺理论与实操技术向文化、营销、设
计、管理、互联网等多方面扩展，有效
促进了绣娘和相关企业负责人综合素质
的提升。

2015年起，贵州实施了“三女（锦绣
女、家政女、持家女）培育”三年行动计
划，2018 年，人社、扶贫、妇联部门又联
合开展“三女培育”助推脱贫攻坚三年行
动计划，围绕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需要，
规划至 2020 年，培养具有手工技能、巧
手脱贫的“锦绣女”4.5 万名。5 年来，贵
州省整合各成员单位开展锦绣计划培训
6.5万人次。

锦绣计划还助推了贵州传统手工艺
传习的热潮。黔东南州建成了48家传统
手工艺传习所，贵阳市云岩区等区、县开
展了传统手工艺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
活动，黔粹行、小妮木人手工坊、宁航蜡
染等开展公益传习活动，激发了大众参
与的热情，也让更多的消费者爱上了手
工技艺和产品。并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讲好了贵州民族故事、贵州巾帼故
事，树立了手工从业群体的自豪感和自
信心。

贵州推动实施锦绣计划成绩引人瞩目——

指尖绘锦绣 巧手助脱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鲁雨亭：毁家纾难抗日殉国

12月 4日，四川

省青神县凤阳社区儿

童之家，参加“快乐

三点半”社区的学生

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做

游戏。

今 年 5 月 份 开

始，青神县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形式，开

展实施“快乐三点半”

公益课服务，进一步

提升社区的服务功

能。各个社区“快乐

三点半”课堂以家长

自愿报名，学生自主

参加为前提，一律免

费。目前已有 200 多

名社区流动、留守儿

童和双职工子女参加

活动。 张忠苹摄

鲁雨亭，1899 年出生于
河南省永城县（今永城市），
1920 年毕业于河南开封宏
威士官学校，先后担任军法
官、军法处处长、县长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奋
笔写下《国难中敬告全国当
局书》一文，发表于 10 月 21
日天津《大公报》，奉劝当局

“立息内战，止戈言和”，“牺
牲成见，忍痛救国”。1937
年初，鲁雨亭出任河北省保
安处秘书长。同年11月，经
李宗仁推荐，他被委任为永
城县县长，为抗日救亡，他组
织成立永城县民众抗日救亡
动员委员会，开办青年训练
班，组织工作团，在全县推动
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永城
县委的帮助下，鲁雨亭变卖
家产，购买枪支弹药，筹集活
动经费，在永城组织抗日联
防自卫队等抗日武装，并于
1938 年 11 月正式建立了永
城县抗日游击队。在鲁雨亭
等领导下，游击队活动在永

（城）、夏（邑）、砀（山）、萧
（县）一带，打开了芒砀山区
的抗日局面。

1939 年 1 月，彭雪枫率
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达永城一
带，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鲁雨亭派人与新四军建立联
系，并根据自己多年的经历
做出重大抉择，走共产党的
路，请求将永城游击队编入
新四军。他由衷地表示：“要
救国救民及达到世界人类真
正的和平与幸福，自己只有

站在马克思、列宁的旗帜下，
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才
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

1939 年 8 月，永城游击
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
队第一总队，鲁雨亭担任总
队长。9 月，由新四军游击
支队参谋长张震等介绍，经
中共中央批准，鲁雨亭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
革命征程。他率领第一总队
活跃在芒砀山区，打击日伪
军。在几个月的战斗中，毙
伤日伪军数百人，部队发展
壮大到近3000人。

1940 年 4 月 1 日，日军
3000 余人分四路向芒砀山
区分进合击。鲁雨亭身先士
卒，战斗在第一线，率领部队
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鲁雨
亭被敌人重兵围困于李黑楼
阵地，他放弃安全突围的机
会，带领部队与日寇展开殊
死的血战，不幸壮烈牺牲，以
身殉国，时年41岁。

文/新华社记者 王 烁

（据新华社电）

本报北京 12月 5日讯
记者熊丽报道：国家发展

改革委近日发布公告称，根
据节能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
及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有关部门，对各省份2017
年度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了考核，考核
结果已经国务院审定同意。

从考核结果看，北京、天
津、吉林、江苏、安徽、福建、
河南、湖北、海南、重庆、四
川、贵州12省份考核结果为
超额完成等级；河北、山西、
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浙江、

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
西、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 16 省份考核结果为完
成等级；辽宁、宁夏、新疆3省
份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

公告对考核结果为超额
完成等级的北京、天津、吉
林、江苏、安徽、福建、河南、
湖北、海南、重庆、四川、贵州
12省份予以通报表扬。公告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能
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部
署，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确保
完成“十三五”全国能耗总量
和强度“双控”目标。

能源消耗年度考核结果发布
12省份为超额完成等级

本报北京 12月 5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人

民法院5日召开国际商事纠
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座谈会，
发布并正式施行《最高人民
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
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
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
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等 3
项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
文件的施行，标志着诉讼与
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
式”国际商事多元化纠纷解
决平台已正式建成，进入运
行阶段。

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
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多元化解
决机制的仲裁和调解机构包

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上
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海
事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
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
东川表示，首批纳入“一站
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
决机制的各国际商事仲裁机
构、调解机构，应充分发挥创
造性和能动性，与国际商事
法庭、国际商事专家委员积
极探索与尝试，使“一站式”
机制发挥实效，为中外当事
人提供公正、高效、便利、快
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服务。

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建立
首批纳入7家机构

本报成都12月 5日电 记者刘畅

报道：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 5 日在四
川成都闭幕。本次大会以“改革创新促发
展，携手同心创未来”为主题，在 2 天会
期内共举办2个专题论坛、8个校长论坛
和20个工作坊。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1500 多名中外代表共同为孔子学
院发展改革献计献策，彰显了孔子学院
大家庭“包容、创新、多彩”的特色。

本次大会设立8个校长论坛并首次
设立工作坊，邀请中外校长、院长、专家
学者围绕孔子学院发展的20个议题面对
面进行研讨。论坛和工作坊先后有220
多人进行专题发言，460多人参与研讨。

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表示，孔子学
院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交流合作的成
功典范。希望中外各界继续共同努力，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人类社会
美好未来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闭幕

12月5日，哈（尔滨）牡（丹江）客运专线牡丹江新站房犹

如一朵硕大美丽的“靓牡丹”傲寒绽放。由中铁二十二局雄安

公司承建的牡丹江高铁新站房可容纳4000人候车，建筑造型

将主外立面设计为绽放的国花牡丹，同时融入了欧洲建筑经

典元素。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王 舒摄影报道

高铁站房“靓牡丹”傲寒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