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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2019《财富》世界500强
榜单发布，土生土长并扎根于南国小镇
——广东顺德北滘的碧桂园成为榜单
上排名上升最快的企业，一举从去年的
353名跨越176个台阶达到第177名。数
据还显示，2018年碧桂园集团净资产收
益率位居世界500强上榜房企首位，净
经营现金流连续第3年为正，净借贷比
率仅为49.6%，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兼
顾了规模增长和负债管控的企业之一。

进军高科技领域

整洁有序的建筑工地上，各种机器
人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明亮的餐厅里，
机器人化身技艺高超的“大厨”为客人
定制美味佳肴……在碧桂园总部三期
的工地上，10 余款不同功能的建筑机
器人进行着不同工序的施工展示，首个
碧桂园机器人餐厅也将于近期在广州
面世。

在一年前仅有几栋老旧厂房与大
片荒地的顺德北滘碧桂南路大约10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机器人谷”已见雏
形。去年7月，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
公司（简称“博智林机器人”）作为碧桂
园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碧桂园计划
投资800亿元，进军机器人产业。

去年9月，博智林机器人和西湖大
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打造世界一
流的机器人研发基地。成立以来，还相
继和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东北大学等多所知名高等院校在人

工智能、智能制造、机器人核心零部件
研发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目前，研发
基地已吸引海内外知名高校的数百名
博士和科研专家加盟，研发人才团队已
有1000多人，陆续递交申请涉及建筑
业、餐饮、物业管理、医疗、农业、智能家
居、制造业等领域的相关专利超过370
件，一批产品已经走上市场。

在碧桂园创始人、碧桂园集团董事
会主席杨国强看来，“未来是科技创新
引领行业的时代，我们应该是一个高科
技企业”。进军机器人领域是碧桂园布
局多元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杨国强说：“碧桂园做机器人是顺
应时代的号召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 年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显示，从年龄结构看，40 岁
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1%，比上
年下降0.3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
所占比重为 22.4%，比上年提高 1.1 个
百分点，近5年呈逐年提高趋势。可见，
年轻人越来越少从事建筑行业，导致用
工缺口不断加大。

同时，碧桂园现代农业控股有限公
司也已启动。据介绍，碧桂园农业正在
打造包括研发服务、智慧种业、健康粮
油、精品果蔬、海洋渔业、都市农业、现
代农业科技园、凤凰优选8大核心业务
板块。

事实上，凭借广泛的城市布局，以
及高效的内部管控，碧桂园为公司发展
构筑了厚实的安全垫，尤其旗下物业和
教育两大板块在香港和美国相继上市

后，碧桂园集团已成功打造出各业务板
块协同性极高的闭环。

今年初，碧桂园提出了新的发展愿
景——“为全世界创造美好生活产品的
高科技综合性企业”，指明了公司科技
创新转型升级的方向，并确立“地产+
机器人+现代农业”为3大板块，以多产
业协同、多极创新，突破传统产业天花
板，探索穿越周期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为企业构筑基业长青的第二增长曲线。

碧桂园宣布进军现代农业和机器
人产业两项新业务，被视作这家世界
500强企业的“二次创业”。

“重仓”三四线城市

“中国城镇化是一股不可逆的时代
大潮，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仍然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因此中国房地产市场
未来规模仍然庞大。”杨国强看好三四
五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对三四五线城
市城镇化前景抱有坚定信心。成立27
年来，碧桂园也一直以“中国新型城镇
化的身体力行者”为愿景。

碧桂园在过去一年里继续加大和
完善在国内的投资布局。随着 2018 年
下半年碧桂园项目首次进入西藏，碧桂
园完成了在中国内地所有省份的落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碧桂园项目分
布于中国内地31个省、269个市、1156
个区和县，项目总数达到2148个。

据经济日报记者梳理，在土地储备
布局方面，碧桂园 2018 年获取的土地

中，目标一二线城市与目标三四线城市
的地块按金额划分比例为40∶60，足见
其对三四线城市青睐有加。

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认为，一方
面，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未
来中国房地产行业规模仍将维持；另一
方面，目前国内各区域城市之间房地产
发展仍然存在不均衡问题，部分城市仍
然具备发展潜力。

广发证券曾发布研报称，碧桂园在
三四线城市纵深拓展领先，布局兼顾

“广度”与“深度”，以三四线为主阵地，
分享了城镇化进程红利，把握住了市场
上行周期。

中国指数研究院日前发布报告认
为，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身体力
行者，碧桂园在中国城镇化发展浪潮中
不断调整发展策略和布局。目前正向
第 4 个阶段进军，结合城市群发展趋
势，通过TOD、产城、机器人谷等项目，
强化交通优势，以科技吸引人才回归，
助力都市圈/城市群的整体发展。

布局热点城市群

“把握区域经济发展脉动，持续深
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热点地区，
契合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碧桂园
持续领跑的一个重要原因。”莫斌认
为。连续两年，碧桂园的市场份额稳居
行业第一，得益于公司在战略层面上前
瞻性地预见到中国城镇化发展趋势以
及由此带来的房地产发展红利。

作为在广东深度经营多年的房地
产企业，碧桂园前瞻性地深度布局粤港
澳大湾区，储备了大量优质土地资源，不
仅很好地契合了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
略，而且丰富优质的土地储备，也将有力
支持未来公司业绩的持续稳定发展。

记者查阅碧桂园2018年报数据发
现，2018 年碧桂园在中国内地的土地
储备中，广东、江苏、安徽、浙江分别占
比24%、10%、6%、4%，合计高达44%，
而这 4 个省份正属于粤港澳大湾区及
长三角地区。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分析认为，从土
储分布来看，亦可看出碧桂园都市圈/
城市群布局特征突出，高度集中在大本
营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两大核心城
市群。

得益于较早的都市圈/城市群布局
策略及持续的强化深耕，碧桂园销售业
绩强劲增长，销售额持续位列榜首。未
来伴随项目的逐步入市，以及都市圈/
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企业未来发展潜力
可期。

碧桂园在世界碧桂园在世界500500强排名向前跳跃强排名向前跳跃176176位位——

搭上中国新型城镇化快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日前，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名称：工业富联）正式发布了制造专
业领域云服务解决方案——专业工业
云，提出了以全集成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支持中国制造业高质量转型与升级的
发展目标。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站稳脚
跟。”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军旗表示，第一个核心技术是“雾
小脑”，能链接设备孤岛，实现数据互联
互通，并运用模型算法实现智能预测，实
现工厂的智能化，在国内成功打造全球

首个工具行业离散制造、熄灯生产的无
忧工厂；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平台——
Fii Cloud云平台，以及输出制造行业
中以专业问题为核心、开箱即用的解决
方案的专业云，致力于让客户在没有浪
费的环境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加速
交付；第三是切割加工，基于这一核心技
术，工业富联自主研发的高铁钢轨智能
铣刀，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钢轨铣磨车
关键核心部件的局面，成为工业互联网
跨行业跨领域赋能应用的标杆之作。

“依托丰富的工业应用场景、领先
的全球制造经验，还有设备工具研发能

力，工业富联可以做到无忧生产式的智
能工业系统。”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杰表示，工业富联
的应用场域拥有超过1800条SMT（表
面贴装技术）生产线、17.5万台CNC机
床、超过8万台工业机器人、5000多种
测量监测设备，这些设备所产生的经验
和技术将通过工业互联网形成标准化、
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进而对外赋能。

对于外界关注的工业富联战略部
署问题，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 CEO 郑弘孟表示，将纵深布局智能
家居、智能城市、智能制造三大市场，提

供云到端的整体解决方案。其中，在智
慧家居场景中提供互动式串流、影音娱
乐、远距遥控、电商平台、健康照护等多
元化体验；瞄准“优政、惠民、兴业”三大
目标，从城市管理、企业服务、产业服
务、政务服务、生活服务五大方面来打
造智慧城市。在智能制造层面，他提出

“边缘运算三辆马车”“赋能服务三剑
客”两大策略，前者包括“数控网关+工
业移动网”“雾小脑”、工业手机，后者包
括 Fii Cloud 云平台、专业云、工业人
工智能，打通了制造业从生产现场、云
平台到前端应用的全流程。

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工业富联发布制造专业领域云服务解决方案

位于广东顺

德的碧桂园机器

人谷初现雏形。

碧桂园计划投资

800 亿 元 ，进 军

机器人产业。

（资料图片）

面对炼化行业日趋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国石油兰州
石化公司认真落实新发展理
念，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大力开发国内领
先水平的新技术和高端新产
品。“十三五”以来，兰州石化
累计实施科技项目 182 项，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2 个，
开发新产品 103 个，科技增
效贡献超过10亿元，累计获
得专利授权37件、省部级以
上科技成果41项。

兰州石化党委书记、总
经理李家民表示：“面对新
时代科技创新的新形势，我
们把技术进步作为重要战
略，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创
新能力，破解生产经营发展
难题，努力建设一流的综合
性炼化生产企业。”

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

依托中国石油科技管理
部重大专项，兰州石化与中
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兰州
寰球工程公司及西南化工销
售等多家单位合作开展医用
聚烯烃树脂产业化技术开
发，生产出医用级聚丙烯和
聚乙烯系列产品，获得国家
药监局的注册认证，产品进
入医药包材领域，打破了国
内市场进口产品垄断局面，
实现了零的突破。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以前采用国外公司
的产品。2018 年 1 月，大
连西太试用了兰州石化专门
为其定制的LMC-600催化
剂。一年试用期结束后，大
连西太公司决定改用兰州石
化的催化剂。“兰州石化催
化剂生焦选择性、汽油收
率、液化气产率等指标均优于国外产品，产品价格和技术
服务令人满意。”大连西太技术部部长范文君说。

近年来，兰州石化狠抓自主创新，着眼于油品质量升
级、炼油催化剂、合成橡胶、合成树脂、资源综合利用等
重点领域，开发出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内领
先水平的成套技术，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油品质量升级清洁化生产过程中，兰州石化首次应
用催化裂化、烷基化、醚化系统集成优化技术，使公司汽
油产量稳步增加、高标号汽油比例显著提升，累计新增效
益超过3亿元。

在催化裂化催化剂开发攻关中，兰州石化应用中石油
石油化工研究院自主研发的 Y 型分子筛结构二次修饰技
术、ZSM-5 活性恢复、重金属涂层捕集等关键技术后，
显著提高了催化剂抗金属能力。同时，公司还开发生产出
重油高效转化、提高汽油辛烷值、多产丙烯等系列催化
剂，在国内外50余套装置上得到应用，并成功进入北美
高端市场，创造经济效益10亿元以上。

高端产品打造技术优势

“十三五”以来，兰州石化累计开发新产品92个，其
中 3 种产品被中国石油集团公司认定为自主创新重要
产品。

兰州石化乙烯厂副厂长赵东波、聚丙烯车间主任侯景
涛、副主任张红星等管理和技术人员日夜攻关，克服重重
困难，开发出RP260和LD26D医用料，成功应用于医用
输液瓶等方面，并取代国外进口产品，进入部分药业，目
前市场占有率达到近50%。

兰州石化聚烯烃产品已实现由农用、日用、工业用向
医药用、食品用、车用、特殊工业用转变。医用料、电缆
料、车用料、管材料、耐热家电料、薄膜料、透明料、中
空料等系列产品实现首次试产和提质扩量。在技术专利商
的大力支持下，兰州石化首次实现了铬系催化剂产品的生
产，产品熔体强度高，力学性能、长期使用性能得到提
升，高强膜料、中空料应用受到用户好评，首批试产产品
经西北化工销售公司投放市场后，短时间内全部售完。

兰州石化催化裂化催化剂产品开发向原料工艺提升、
一装置一剂转变。公司与中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合作，应
用新型分子筛材料开发了4个系列催化剂新产品。目前，
累计生产和销售40余种催化裂化催化剂，催化剂产品通
过了雪佛龙、壳牌、埃克森美孚等国际大公司供应商的资
格审查，获得了新加坡SRC炼厂最佳“客户导向”供应
商评价，海外用户从原来仅有的非洲市场拓展到欧美
市场。

科技创新优化装置运行

近日，兰州石化炼油厂常减压联合车间操作人员周璟
晖向安全风险研判系统输入了 10 条数据。有了这些数
据，技术和操作人员分析生产中的风险将更加精准，从而
为炼油装置平稳运行提供了保障。

安全风险研判系统是由兰州石化自动化研究院独立承
担完成的项目，该系统涵盖公司炼油厂、乙烯厂等13个
分厂、81个车间。上线以来，该系统每天录入风险数据
94 条、汇总数据 14 项，目前已录入汇总各类风险数据
12000余条，为提升安全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该系统还
自动将安全风险研判结果每天定时以短信形式推送给公司
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以便各级管理人员进行决策。

兰州石化依靠科技创新优化装置运行，围绕长周期运
行、安全管理、节能减排等重点工作实施技术攻关，显著
提升了装置运行水平。例如，深度应用炼化腐蚀在线监
控、腐蚀检查等新技术，投用光纤差动保护、快切装置和
在线状态监测系统，在装置检修上应用了一批先进技术和
工法，使装置平稳率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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