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 业11 2019年5月22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韩 叙 秦文竹

不久前，曾一起并肩作战的360两
位创始人周鸿祎、齐向东正式结束了近
16年的合作。4月12日，360发布公告
称，以 37.31 亿元出售所持有的北京奇
安信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这部分
股权究竟将“花落谁家”？

如今，答案终于浮出水面——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奇
安信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中国电子以 37.31 亿
元持有奇安信 22.59%股份。北京奇安
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直言：

“中国电子战略入驻奇安信，让奇安信
变身成为网络安全‘国家队’的一员。”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芮晓武表示，“中国电子一直在
国产计算机核心领域持续发力，‘飞腾
CPU+麒麟操作系统’发展迅速。相比
而言，中国电子在‘本质安全’方面比较
领先，奇安信则在‘过程安全’方面积累
了深厚的技术、产品和人才，二者合作
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能力互补，推进本
质安全和过程安全的深度融合，联合构
建网络安全一体化发展平台，携手打造
我国网络安全新引擎”。

芮晓武还表示，入股奇安信也是中
国电子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
容。“目前我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度
已经超过 85%，预计到明年可以全部
完成。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成为我
们的下属企业，也有像入股奇安信这

样的反方向操作。”
齐向东表示，过去 3年奇安信创造

了 3 座高峰，分别为公司价值高峰、增
长速度高峰与团队规模高峰。“从 2016
年到 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年复合增
长率超过 90%，安全业务覆盖了 90%
以上的央企、中央政府部门和大型银
行，并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加拿大
等海外市场开展业务。公司员工超过
6400 人，是中国人员规模最大的网络
安全公司。”

齐向东认为，此次强强联合除有利
于推动硬件与网络攻防技术融合外，还
有另一个用意。“中国电子是中国最大
的电子信息企业之一，有员工15万人，
收入突破 2000 亿元，客户遍及政府部
门、央企和各种机构。此外，它还有庞

大、健全的渠道。根据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电子将在这两种资源方面对奇安
信全面开放，这将有利于奇安信以更低
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扩大市场。”

齐向东还透露，奇安信将马上启动
申报科创板，争取早日登陆。未来，公
司将重点推进央企网络安全响应中心、
现代数字城市网络安全响应中心和“一
带一路”网络安全响应中心“三大中心”
建设工作。

“中国电子战略入股奇安信是国企
与民企共同推动网络安全产业做大做
强的一次重要实践。此举有利于进一
步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释放民营企业创
新活力，推动国企与民企取长补短、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沈
昌祥如是评论。

中国电子战略入驻奇安信——

优势互补打造网络安全“国家队”
本报记者 陈 静

在山东潍坊，一说起盛瑞传
动股份有限公司，那可是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日前，记者来到这
家企业一探究竟。

盛瑞之盛，原因很多，创新无
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盛瑞是一家主要从事汽车
AT 自动变速器和发动机零部件
研发制造的企业，拥有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以及行业内唯一一
家国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是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也是国内首家
汽车AT自动变速器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的理事长单位。

2011 年 11 月份，盛瑞传动
“可动力换挡多挡变速器”发明专
利荣获中国专利金奖，是全国车
辆传动领域唯一的专利金奖；
2016 年 12 月份，“前置前驱 8 挡
自动变速器（8AT）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汽
车零部件领域首个获此殊荣的
项目；2017 年 3 月份，“盛瑞传动
8 挡自动变速器”被评为中国十
佳汽车变速器；2017 年 12 月份，

“盛瑞传动二代前置前驱 8 挡自
动变速器（启停）”被评为世界十
佳变速器……

2017 年，盛瑞二代 8AT 产
品全面投放市场，并迅速凭借优
越 的 性 能 引 起 了 业 界 高 度 关
注。次年，公司又接连推出三代
8AT、混动 8HT、混动 6HT、高
效紧凑 8AT、纵置 8AT。目前，
盛瑞已经形成了从 200Nm（牛
米，扭矩单位）至 450Nm、从两
驱到四驱、从前置到纵置的横向发展战略以及从 6AT 到
13AT、从混动 6HT 到混动 8HT 再到电驱动的纵向发展
战略，两大战略并驾齐驱，聚力打造中国自动变速器产
业核心竞争力。目前，8AT 系列产品成功匹配一汽、北
汽、奇瑞等 9 家整车厂的 18 款车型，13 款车型已上市销
售，市场保有量达 20 万台，无故障汽车行驶里程超过 50
万公里。

资料显示，多年来，盛瑞采取“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
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整合世界资源为我所用”的创新研
发模式，依托两大国家级研发平台，在德国、美国、北京、青
岛设立多家研发分中心，形成了“三国五地”的研发布局。
公司现有AT研发人员240人，拥有有效专利607项、发明
专利 123 项、软件著作权 7 项。公司还派出大批工程师去
往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及科学管理模式。凭借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举措，盛瑞打造出了一支具有国际化水准的创新团队，
搭建起从概念设计、仿真分析、硬件设计、软件开发、匹配标
定、试验验证，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具备了国际前沿
自动变速器技术的持续创新能力。

此外，盛瑞还“定制式”引入各类高精尖自动化设备，加
速产业布局。在智能工厂的精细化管理下，高品质的8AT
系列产品依次下线、投放市场。

在打造零部件配套体系方面，盛瑞也表现出极强的能
力。公司打造了一支完整的自动变速器零部件配套产业
链，还建成了国内首家自动变速器配套产业园，目前已有8
家企业投产，解决了零部件供应长期存在的“远、散、乱”问
题。一个管理简洁化、生产标准化、质量统一化、产品一致
化的自动变速器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2018 年，盛瑞自动变速器研发与应用试验体系建设
步伐全面提速。公司先后引进了混动变速器动态综合性
能试验台、混动变速器静态耐久试验台、转鼓试验台等 7
座高精度试验台；建成了适用于多种工况的标定试验跑
道；努力提升整车试验能力、混动变速器试验能力、电机
试验能力和关键零部件试验能力。盛瑞自动变速器实验
室累计投资 1.2 亿元，成功升级为国内高端自动变速器综
合性能实验室。

在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的同时，盛瑞还致力于为客
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为此，公司已培养出一支专业化的
售后服务团队，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网络，服务范围辐射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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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携程集团日前宣布与
Naspers 达成协议，“发行新股，交换 Naspers 所持有的
MakeMyTrip 股票”。与此同时，携程将以一部分 Make-
MyTrip普通股和B类普通股入股一家第三方投资基金。

本交易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完成，前提是满足特定成
交条件，包括必须的监管许可等。交易完成后，Naspers将
持有携程约5.6%的股票。同时，携程和第三方基金将持有
MakeMyTrip普通股和B类普通股，分别占MakeMyTrip
总投票权的49.0%和4.0%。

业界认为，此次强强联手可以视作携程“三次创业”的
开端。

资料显示，MakeMyTrip 是印度第一大 OTA（在线旅
游企业），被誉为“印度的携程”。其中，Naspers是Make-
MyTrip最大股东。

据美国联合市场研究机构早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到 2022 年，全球在线旅游市场规模预计将超 1 万亿美元，
其中印度在线旅游市场份额增长最快。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说：“过
去几年，我们目睹了 MakeMyTrip 的成就，相信未来携程
会与MakeMyTrip一道更好推动两国旅游产业发展。”

携程与Naspers达成协议
强强联手启动“三次创业”

“我们在俄罗斯的图拉工厂将在 6
月6日正式投产，首款车是哈弗F7。”长
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军一
见到记者就分享了这一好消息。

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总投资
32 亿元，是中国汽车品牌在海外市场
投资最大的工厂建设项目。业界评价
认为，作为长城汽车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的具体举措，它的建成投产标
志着长城汽车全球化发展跃上一个新
台阶。

加快海外布局

从俄罗斯图拉州首府向东南行驶
半小时，便到了位于乌兹洛瓦亚工业
园的长城汽车图拉工厂。“图拉工厂包
括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整车生
产工艺以及软硬装饰件、座椅和排气
系统等零部件生产，是中国汽车品牌
在海外第一个全工艺汽车制造工厂。”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总经理
王士辉告诉记者，该项目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与俄罗斯图拉州签订合作协
议，2015 年 9 月动工，规划生产哈弗
F7、哈弗 H9 等多款主力车型，年产能
15万台。

汽车是一个品牌高度集中的产
业。要想成为世界级的汽车品牌，就必
须通过全球化布局在本土和海外获得
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回溯 130 多年的
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史，无论是奔驰、宝
马，还是大众、丰田，莫不如此。

长城汽车是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中
国汽车企业之一。经过 21 年的“南征
北战”，目前长城汽车累计出口数量超
过60万辆，产品包括哈弗SUV、风骏皮
卡等车型，服务俄罗斯、澳大利亚、南
非、厄瓜多尔、智利、秘鲁、马来西亚、新
西兰、突尼斯、阿根廷等60多个国家和
地区。

随着“走出去”步伐加快，如今长城
汽车已不再满足于将产品卖到全世界，
他们的目标是借“一带一路”东风全力
推进“研、产、销”全价值链布局。目
前，长城汽车已在日本、美国、德国、印
度、奥地利和韩国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在马来西亚、伊朗、突尼斯、厄瓜多尔
和保加利亚建有 5 个组装工厂；在俄
罗斯、南非、澳大利亚、中南美洲、南亚
地区、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拥有 400
余家销售网点，其中澳大利亚、南非、
俄罗斯等重点市场还建立了海外配件
中心库，以更快地响应售后市场需求，
提升客户满意度。

“不同于过去的组装方式，此次图
拉工厂完全实现了本地化生产。”王士
辉表示，作为一款面向全球消费者、按

照国际化发展路线、精心打造的全球车
型，即将下线的哈弗 F7 能在满足本地
消费者需求的同时，辐射俄罗斯市场
周边国家，远销欧洲地区，最大化地释
放中国制造的势能，助力长城汽车“走
上去”。

推动品牌向上

俄罗斯汽车行业分析机构 Auto-
stat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俄罗斯民众共计花费 1.22 亿美元

（80 亿卢布）用于购买中国品牌汽车，
同比增长25%。其中，长城汽车哈弗品
牌位居中国汽车品牌前列。

“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在全球化中一
直坚持品牌先行战略。”魏建军表示，扎
实稳健发展，不盲目求快，一切以建立
品牌为目标，不断提升品牌溢价，这正
是长城汽车在多年的海外发展中总结
出来的重要经验。

他告诉记者，目前长城汽车已完成
哈弗、WEY、欧拉和长城皮卡四大品牌
布局，涵盖经济型 SUV、豪华 SUV、纯
电动汽车和皮卡。其中，哈弗品牌累计
销量超 500 万辆；WEY 品牌推出以来
累计拥有超过 25 万用户；长城皮卡连
续 21 年蝉联国内皮卡市场销量冠军；
欧拉则瞄准了城市纯电动小型用车的
市场空白。

谈及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的快速
崛起，“性价比”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
词。不过如今，性价比已不再是长城汽
车的唯一标签。“在产品逐步获得更多

消费者认可后，长城汽车更在意的是如
何增强自己的品牌力，并以品牌力的增
强反哺销量的提升。”魏建军表示，哈弗
产品售价已不低于韩系品牌，“但我们
的销量比他们的好”。

品牌的基础是质量。王士辉告诉
记者，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
长城汽车永远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
针对不同海外市场的需求差异，长城汽
车借助国内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既要
在国内完成对产品的充分论证，还要在
海外市场上开展终端验证，以确保产品
质量最优，保证海外销售产品的质量。

除了汽车产品本身质量，长城汽车
还强调海外业务的经营质量。在海外
市场开拓中，长城汽车不盲目追求销量
和销售区域的扩大，而是结合当地市场
的特殊性，制定合适的发展规划，确保
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品牌向上需要技术支撑。在技术
研发上，长城汽车始终坚持“过度投
入”，即注重有效研发，追求行业领先，
为持续的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公司先后在日本、美国、德国、印
度、奥地利和韩国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已构建起以保定总部为核心，涵盖欧
洲、亚洲、北美的国际一流的研发设备
和体系。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
变革加速，“智能化、互联化、清洁化、
共 享 化 ”正 成 为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新 趋
势。未来 5年，长城汽车将投入 300亿
元，加码“新四化”的研发，以技术引领
品牌向上。

更好应对挑战

长城汽车全球化布局的进一步加
速，不仅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更新
的选择与体验，而且为海外项目所在地
集聚了经济发展新动能。以长城汽车
图拉工厂为例，工厂投产后，每年总产
值可达近 200 亿元，极大拉动当地经
济，并为当地解决就业超过2000人。

魏建军告诉记者，无论是国外用户
还是国内用户，对产品品质的需求永远
排在第一位。但由于地理位置、环境、法
律法规、风俗习惯等的不同，不同国家用
户对汽车产品需求并不一致。比如，中
东地区气温较高，需要能够适应高温的
产品；俄罗斯大多数地区地处高寒地带，
对产品的要求完全相反。怎么办？

“这就要求我们对消费者需求做最
真实的还原，把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研
究透彻，进行产品适应性开发和验证。”
魏建军坦言，对于每个地区都要做好有
针对性地开发。

消费配套工作的跟进也是一大挑
战。“这其中包括金融保险、售后服务、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多项内容，如果
不能真正理解海外消费者的需求，企业
就会‘水土不服’。”王士辉补充道。

“要更好应对这些挑战，究其根本
还是要抓住本土化和文化融合这两个
关键。”魏建军表示，未来长城汽车将紧
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车企

“走出去”探索更多可能，让中国汽车品
牌更具全球价值。

长城汽车全球化布局再提速——

品牌先行闯世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扎实稳健发展，不盲目求

快，一切以建立品牌为目标，

不断提升品牌溢价，这是长城

汽车在多年的海外发展过程

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

和更关注性价比的企业

不同，长城汽车最关注的是

品牌。长城汽车希望通过品

牌力的不断增强反哺销量的

提升

图图①① 长城汽车全球战略发布会现场长城汽车全球战略发布会现场。。

图图②② 长城汽车自动化生产线长城汽车自动化生产线。。

图图③③ 位于河北保定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河北保定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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