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进、曲折、挣扎、不甘、重振……激越的

《命运交响曲》传递的奋斗精神恰似东北钢琴

乐器有限公司的现实演绎。正如东北钢琴董

事长张晓文所说：悲也钢琴，乐也钢琴。

当被卖出的东北钢琴厂回到辽宁营口人

的怀抱，推开琴厂大门的那一刻，张晓文双手

掩面，失声痛哭。眼前的景象没有一丝曾经

产销全国夺冠的东北钢琴厂的模样，车间只

剩残垣断壁，院内杂草丛生。曾跻身行业前

列、风头一时无两的东北钢琴厂怎么走到了

这一步？还有救吗？

如今，东北钢琴厂老员工收购了原东北

钢琴东侧厂区等地，成立了东北钢琴乐器有

限公司。东北钢琴终于“回家”了。

辽宁省营口市委书记李强说，东北钢琴

的浴火重生，可谓东北振兴的缩影。

危机中寻机遇

记者在东北钢琴厂房听着悠扬的钢琴

声，很难想象这是一家经历过“三落三起”的

企业。

“东北钢琴从经历辉煌到最后卖出，我是

亲历者，真是百感交集。”张晓文回忆说。

时间回溯到 1952年。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为了开发建设东北，把上海和苏州的乐

器制造业分流一部分到东北，落户辽宁营口，

东北钢琴应运而生。

营口一度与北京、上海、广州并列国内四

大乐器产业基地。东北钢琴也曾是中国四大

钢琴生产基地之一，是东北地区唯一的钢琴

生产全能工厂。

1986 年，19岁的张晓文在营口市二轻技

校钢琴制造专业读书期间，来到东北钢琴实

习。刚刚入行不久，她就赶上了企业受到第

一次冲击。让张晓文印象深刻的是，在当年

举办的一场钢琴展销会上，来自浙江、广东的

钢琴厂商展区人山人海，可东北钢琴展区的

人却寥寥无几。“一台同样型号的钢琴，我们

卖 7000 元才能赚 500 元；南方厂家卖 5000 元

就能赚上 1000元。”与南方厂家的钢琴相比，

东北钢琴没有丝毫价格优势。

危机很快迎来了转机。1988 年，东北钢

琴斥巨资买断了瑞典诺的斯卡钢琴公司的品

牌、设计制造技术软件和全部设备工艺装置，

并派出 40位优秀的技术人员前往瑞典，在诺

的斯卡钢琴公司接受技术专家对口培训。3

个月后，他们完全掌握了生产技术，结束了中

国人不能生产中高档钢琴的历史。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缺乏市场营销手

段，上世纪 90 年代初，东北钢琴生产经营

走入低谷，产品滞销、企业亏损。尽管采取

了搞活资金、处理积压等措施，但效果并不

理想。

1998 年，现任东北钢琴总经理郭凯从东

北大学毕业来到钢琴厂工作。那时，东北钢

琴抓住韩国大宇集团因亚洲金融危机而放弃

钢琴生产的时机，以很低的价格购买了一整

套三角钢琴生产设备，并同大宇签订了技术

合作合同，聘请了大宇的两位技术专家来企

业工作。

东北钢琴从2003年到2004年实现年产3

万架立式钢琴、6500 架三角钢琴，到 2005 年

出口创汇 2289万美元、利税 2800多万元。可

以说，东北钢琴当时的产品设计水平、制造工

艺、材料的选用及生产规模均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

百年品牌重生

回头有一路的往事，抬头有圆梦的远

方。张晓文“回家”了，“家”里来了老员工也

进了新学徒，近百年的“诺的斯卡”品牌重生

了。如今，张晓文 54 岁了，回忆起十几年前

东北钢琴的“涅槃”，唏嘘不已。

开放带来了发展，也带来了冲击。2007

年，受国际市场形势变化影响，东北钢琴出口

量跌入谷底，从市场黯然退出。之后，约

1500 名员工陆续南下，直接带动了南方一大

批钢琴企业的兴起。郭凯当时去了湖北宜昌

的一家钢琴企业，后又被派往德国工作。

东北钢琴的突然“停摆”，一直是所有老

员工难以释怀的心结。重新找回东北钢琴，

不仅是留恋它过去的辉煌，更是因为在陪伴

了营口半个多世纪的琴声里，蕴藏着营口人

难以割舍的奋斗精神。

“情怀”二字有多重？张晓文曾经东挪西

凑借遍了所有亲戚和朋友，募资拯救东北钢

琴。为了东北钢琴这个营口名片涅槃重生，

在营口市委、市政府努力推动下，张晓文完成

对原东北钢琴东侧厂区及“诺的斯卡”商标所

有权的收购。

其实，“回家”并不容易。近 10年的停

产，导致东北钢琴恢复生产困难重重。为帮

助企业早日走上正轨，营口市工信局联合西

市区、市公共设施维护集团和供电、供水等

相关单位，帮助企业解决垃圾清运、供水、

供电、供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企业尽快

恢复生产并在短时间内实现出口打下了良好

基础。

去年 10 月，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上，

企业接到订单近千万元。目前，东北钢琴乐

器有限公司可年产钢琴 2000 台，年产值达

4000万元。

张晓文、郭凯对“回家”充满信心。

“连续几年参加国内国际专业乐器展览会，

我们注意到国内钢琴产品质量仍旧处于良莠

不齐的状态，一些厂家的钢琴仍属于混杂组

装的产品，落后于东北钢琴传统制造水平。

通过适当的品牌推广，我们依靠优异的产品

质量，相信很快会把东北钢琴原有的客户争

取回来。”郭凯说。

期盼薪火相传

“一生只做钢琴这一件事，让我很执着，

也让我很坚强。未来，我们要做一个乐器文

化产业链项目。我希望一直做下去，为营口

留下一个百年品牌。”张晓文说。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也彰显了企业

的发展历史和文化。我们既要把历史留下

来，也要做出新价值与活力，要给营口打造

一个百年钢琴文化产业城市新地标。”郭

凯说。

记者在营口采访期间，听到不少营口市

民说，很多年前营口嫁姑娘都要有钢琴做嫁

妆，许多人都能弹上一两首好曲子。钢琴赋

予了营口这座城市细腻入微的幸福感。重振

钢琴产业，也是在奏响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交

响曲。这是东北钢琴老员工的期待，也是营

口市民的期待。

不过，“回家”后的东北钢琴也面临着许

多东北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比

如，东北振兴处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

键时期，营商环境还有待改善；产业结构单

一，新兴产业不够发达；对外开放水平不高，

企业的创新意识不强等。

其实，让东北钢琴等老品牌发新芽，盘

活仅仅是第一步。如何让拥有品牌价值的企

业成长为参天大树，无疑是一篇值得东北地

区政府部门和企业花更多心思去做的大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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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埃安“反向输出”了不起

新 变 化 ， 总 是 令 人 激 动 。 有 媒 体 报

道，日前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旗

下全系车型已导入集团各合资企业。其

中，AION S 导入广汽丰田和广汽本田，

AION LX 导入广汽菲亚特，AION V 则导

入广汽三菱。这是中国车企首次向合资企

业“反向输出”整车技术和产品，舆论纷

纷点赞“了不起”。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车企主要靠引进外

方合资伙伴技术和产品来抢占市场，实现发

展。虽然在合资企业中，彼此股比对等，但

中方往往没有多少话语权。由于缺乏技术

研发能力，主导产品开发和改进的实为外

方。以至于日产汽车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戈恩竟然宣称，“中国汽车厂商在与外

国汽车制造商合作时，贡献几乎为零”，引发

业界巨大争议。

此次广汽埃安向合资企业“反向输出”

技术和产品，可谓新气象。在国家创新战略

引领下，近年来以吉利、长城、长安为代表的

传统车企奋力向上，以蔚来、小鹏、理想为代

表的造车新势力正在崛起。但一个颇为尴

尬的现象是，销量规模排名靠前的几大汽车

集团仍然依赖外资品牌撑门面。换句话说，

合资车企主导中国汽车市场的格局并没有

根本改变。舆论给予广汽埃安“反向输出”

这一标志性产业事件更多关注，显然有其积

极意义。

有人说，广汽集团旗下的合资企业从广

汽埃安引入车型，主要是受中国汽车市场

“双积分”政策倒逼影响。这样的解读貌似

有理，却并不全面。事实上，为应对“双积

分”考核，广汽本田也曾推出全新电动汽车

品牌理念。然而，由于其产品只是“油改

电”，并没有得到消费者认可，如今在市场上

已难觅身影。反观广汽埃安系列产品，今年

5 月份销量就高达 10395 辆，遥遥领先“蔚小

理”，更甭说甩合资品牌“几条街”了，这很值

得深思。

影响产品市场表现的因素繁多，但关键

在于技术和品质。此次广汽埃安纯电系列

能获合资企业青睐，更多分析认为，主要是

广汽埃安在科技创新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与很多车企“油改电”不同，广汽埃安不仅打

造了 GEP纯电专属平台，而且凭借“三电”和

智能网联技术的领先实力，开发出了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系列产品，在消费者心中已树立

起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形象。

汽车是一个具有超长开发和产能释放

周期的产业。决定今天产品市场表现的不

是当下的努力，而是 3 年前甚至更早的布

局。由于在技术路线上押宝氢燃料和混合

动力，此前大多数日系车企对纯电产品并不

“感冒”。当智能电动汽车大潮澎湃而至，日

系车企在中国的合资企业要想跟上潮水节

奏，引进同集团旗下的先进产品，倒也不难

理解。从这一角度来说，此次广汽埃安的

“反向输出”，不仅使得自己成为中国制造跃

升中国创造的新样本，而且有望重新定义合

资企业关系。

当然，此次广汽埃安“反向输出”更大意

义还在于彰显了国家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

的战略眼光与定力，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

“换道超车”的雄心与自信。从一汽解放的

艰难诞生，到北京吉普的合资破土，再到以

吉利为代表的民营自主车企崛起，中国汽车

产业在传统燃油车赛道上始终是追赶者角

色，没能改变跟跑的命运。而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突飞猛进，使得领跑的梦想

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怎不令人心生向往！

要看到，截至 2020 年底，在全球汽车公

司市值前20名榜单中，中国车企已高达9家，

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10年前，我国车企

不仅上榜名单少得可怜，而且大多数都集中

在后几名。如今，比亚迪、蔚来已双双跻身

前五，超越了通用、戴姆勒等传统车企，广

汽、吉利、长城则将老牌的雷诺、起亚彻底挤

出榜单。我国头部汽车企业能与全球车企

巨头排排坐，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尽管这

只是资本市场的表现，却是一个新的信号，

令人心潮澎湃！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围绕新能源汽车创

新链和产业链，培育出了全球巨无霸的电池

企业宁德时代，催生了新一轮的新能源造车

大潮。放眼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汽车产

业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充满创新活力。以至

于美国总统拜登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福

特工厂发表演讲时焦虑地表示，电动汽车是

“汽车工业的未来”，而中国在这场竞赛中领

先，呼吁美国加快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调研时曾强调，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

车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基于全球汽车产

业发展变局的战略思考，也是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

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只要我

们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保持战略清醒，坚持

创新驱动，更多广汽埃安的涌现必将助推中

国更快跻身汽车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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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4月，中国石油集团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连续

管产量超过 2600 吨，同比增长

27.3%；销量 1700 多吨，同比增

长 49%，创造了投产 10 多年来

同阶段的最佳经营业绩。连续管

也称柔性管或盘管，是油气田修

井、测井、钻井、地面集输等作

业领域的装备利器。面对激烈的

市场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该公司连续管产销量是如何实现

猛增的？

“要像开拓市场一样开发科

研项目，切实解决客户的问题。

要大力发展‘制造+服务’，牢

记只要上游勘探开发有需求、有

召唤，我们就要有产品、有行

动。”宝鸡钢管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舒高新给出答案。

“10 多年前，连续管完全依

赖从国外进口，导致价格高，业

内称之为‘一寸管子一寸金’。

同时，还需要提前半年订货，并

以美元支付。”宝鸡钢管首席技

术专家毕宗岳回忆说。为了打破

这种壁垒，宝鸡钢管进行了“从

0 到 1”的探索，从零星的技术

信息起步，到工艺布局、产品试

制再到下井试验、推广应用，成

为全国乃至亚洲第一家连续油管

生产企业。经过 10 年的持续发

力，宝鸡钢管先后攻克“大径厚

比连续管管径控制”“连续管环

焊工艺技术”等难题，累计完成

创新成果 11 项、成果转化 8 项，

解决了生产技术难题20余项。

近几年，随着油气勘探开发

逐步向深层超深层和非常规拓

展，连续管在提升开发效率和采

收率方面的优势越来越突出。宝

鸡钢管借势发力，突破非金属复

合管、耐蚀合金连续管、多通道

连续管等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

优势。“市场的需求就是我们研

发的方向，实现效益是我们研发的目标。”宝鸡钢管一级

工程师汪海涛信心满满地说。

“为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在国内市场，我们大力推

进全产品营销，协调发挥公司一体化优势和市场协同效

应，尤其是推荐能够满足客户急需的新产品；在国际市

场，有效运行国际营销体系，大胆探索合作营销，加快开

发国际代理商和直接用户。”宝鸡钢管市场管理处处长赵

宝元说。据介绍，宝鸡钢管开发的系列连续管产品质量和

性能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市场占比超过 90%，并远销

俄罗斯、乌克兰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

长庆油田是宝鸡钢管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宝鸡钢管

秉承“成就客户就是成就自己”的理念，为长庆油田打

造的个性化产品 2 英寸连续管完井管柱与常规油管相比

完井效率提升 55.5%，采气综合成本可节约 15%，为油田

天然气增储上产提供了坚实保障。宝鸡钢管还围绕客户

需求，到各油田开展现场油管焊接、速度管柱检测、除

锈涂油等多层次的技术服务，持续激活产业链和服务

链。今年，宝鸡钢管又获长庆油田多笔连续管完井管柱

订单。

面向“十四五”，宝鸡钢管制定了加快推进连续管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图”，明确了 8 项任务 34 条措施，

并将以做大规模、做强产品、做优服务为目标，进一步巩

固连续管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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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

局批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251010049

许可证流水号：00717256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05月2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清泉北街350号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01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沙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717257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04月1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金阳路79号附9号、附10号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0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