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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徐工”）的前身可追溯到 1943 年创建

的八路军鲁南第八兵工厂，可以说徐工是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奠基者和开创者，肩负

着振兴民族装备制造业的光荣使命。

1989 年，作为全国集团化改革样板

成立以来，徐工集团连续 32 年居全国行

业第 1位。从排不进全球行业前 30位到

2021 年成为第 3 位，如今的徐工已成为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最大、技术水平

最高、出口量最大，极具竞争力、影响力

和国家战略地位的千亿元级龙头企业。

“徐工，是一个有着红色基因、光荣

传统的地方国有企业。”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民表示，

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鼓舞和激励

下，徐工在 2017 年走出行业低谷基础上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企业经营连

年创历史新高，营业收入自 2018 年以来

连续三年突破千亿元。2020 年，营业收

入较 2017 年增长 52%，品牌出口总额增

长31.7%以上，盈利能力也持续夯实。

回顾发展历程，曾经历的风雨坎坷

让徐工人深刻意识到必须靠“质量赢得

尊严”。

在装备制造业，质量之路绝非浅尝

辄止、简单模仿就能实现的，需要极大的

毅力和决心。徐工结合客户价值和企业

价值，凝练创建、推广“徐工‘技术领先、

用不毁’助您成功”质量管理模式，以“技

术领先、用不毁”做成工艺品的徐工行动

金标准，加快落地高质量发展。

“质量”被每一位徐工人抓在手里，

追求卓越已成为全体徐工人的习惯。从

2017 年到 2020 年，徐工“董事长质量奖”

三届评选，人选个个树得起、立得住。从

研发、生产到制造，人人扛起质量发展责

任，盯紧质量发展目标。

有了质量做基础，徐工的创新步伐

也不断加快。“十三五”期间，徐工持续推

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可靠性、大

吨位的“三高一大”技术创新战略，持续

提升以行业第一的国家级技术中心为核

心的全球协同研发体系，拥有行业首批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工业设计中

心；持续创造100多套国产首台套重大装

备、6 个制造业单项冠军，拥有授权专利

7600 余件、发明专利 1700 余件、PCT 国

际专利80余件，成功发布5项国际标准。

近年来，面对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

发展，徐工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快速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2020 年 11 月 24 日，“徐工全球数字

化 备 件 服 务 信 息 系 统（XCMG-Global

Service System，简称 X-GSS）”面向全

球发布。X-GSS 系统为全球客户提供

多种查询方式，包含车辆查询、车型快查

和物料正反向查找三种快捷查询能力，

同时基于国际公有云技术快速高效地支

撑 全 球 化 的 客 户 操 作 体 验 。 截 至 目

前，X-GSS系统已经承载近 15万辆与实

物产品一一对应的数字化产品，横跨近

2000 种不同的产品机型，提供约 1000 本

不同类型的机型手册，直接面向全球用

户发布“一站式”的数字化服务。

同时，徐工用5G技术赋能工程机械，

不仅有“5G全价值链智能工厂”得以建成

和应用，还创造了徐工无人驾驶扫路机、

5G遥操智慧驾舱、辅助吊装、远程专家等

许多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和技术。

“下一步，我们计划把5G技术的应用

再延伸出去，在徐工北京大兴的调试场、

黑龙江漠河极寒环境下的调试场、西北的

高原环境的调试场，实现远程异地传输实

时画面、声音和调试参数，使工厂的技术

人员和现场的调试人员建立互动。”徐工

重型信息化管理部部长李忠福介绍说。

如今，徐工以整合全球产业价值链为

目标，通过在国外开办工厂、并购企业和研

发机构，将人员、资本和技术在国外落地扎

根、开花结果，走出去的路越走越宽。

据介绍，徐工全系列产品已经覆盖全

球187个国家和地区，并先后在海外建立

了4个研发中心，巴西制造基地等10多个

海外制造基地和KD工厂，2000余个服务

终端，300 多家海外经销商，40 个海外办

事处，46个海外大型备件中心。其遍布全

球的销售及服务网络能够满足各国用户

全方位的需求与服务。徐工已成为全球工

程机械极具美誉度的中国名片。

王民表示，未来徐工将以全面国际

化思维打造国际化品牌，力争 2025 年进

入世界前二，成为数字化、国际化、世界

级的工程机械巨头。同时，将心无旁骛

做实做强做优做大工程机械主业，带动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共攀顶峰。

徐工集团加速迈向世界级品牌：

以优质产品赢得尊严
本报记者 刘 瑾

夏日炎炎，走进位于新疆昌吉市的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

电工”）新疆变压器厂，整洁的车间内，工

人们在卧式绕线机、气垫车、行车起重机

等各式装备的辅助下，忙碌生产不同规

格的变压器产品。

“正在加班加点生产的订单，不但有

位于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南方

电网等国内客户，还有柬埔寨、巴布亚新

几内亚等国际订单。”指着眼前工人们忙

碌生产的一件件产品，绕线车间主任马

忠翔自豪地说。2004 年，进入特变电工

成为一名绕线工人的马忠翔，切身体会

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刚进厂时，只能生

产 220kv 及以下变压器。现在不仅能生

产±1100kv 级世界领先的输变电设备，

很多产品还走出了国门。”

1988 年，特变电工从资产不足 15 万

元，负债73万元，年收入不足10万元的濒

临倒闭的街道小厂开始干起，经过 30 多

年的艰苦奋斗，现已成为输变电行业的骨

干企业。此外，特变电工还是国家多晶硅

新材料研制及大型铝电子出口基地，大型

太阳能光伏、风电系统集成商，在国内拥

有18个产业基地，海外建有2个基地。

“特变电工从街道小厂得以生存，由

小壮大的关键是持续的技术创新。”在技

术岗位工作了 24年的变压器厂总工程师

孟杰说。特变电工每年将销售收入的 4%

用于自主创新和研发投入，并建有国家唯

一的特高压变压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

前，研究中心与公司现有的输变电、新能

源、新材料领域国家级工程实验室，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共同组成

了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开放式创新平台。

企业先后承担了国家 863 课题、重点

研发计划及地方重大专项等科研创

新项目，实现 126项自主技术重大突

破，其中65项为世界首创、61项为国

内首台套，累计获得专利、技术秘

密、软件著作权等超过 1600项，参

与了210项国内外标准制修订。

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党建工

作对企业发展的持续赋能。

“确保从我们手里出去的

每一台变压器产品一次性试

验合格。”在绕线车间，引线

班组长郑云飞带领 10 多名组

员，正在装配变压器，“小组

配备了 4 名技术过硬的党

员，在质量管控、技术攻关

等关键领域发挥了先锋模

范作用”。

如今，特变电工的党

组织从 1988 年创业之初

的 1 个党支部发展壮大

为下设 16 个基层党委

（党总支）、115 个基层

党支部的大型企业党

委，全集团党员人数

4200 余名，占员工总数的 20%。党建工作

正与特变电工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

推动企业输变电高端装备制造服务、新能

源、新材料等产业高质量发展。

图② 新疆昌吉市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工人正

在生产不同规格的变压器产品。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特变电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党 建 与 科 技 进 步 同 频 共 振
本报记者 马呈忠

从只能制造少量简易产品从只能制造少量简易产品，，

到设备自给率达到设备自给率达 9090%%以上以上；；从与从与

国外无法相比国外无法相比，，到许多重要产品到许多重要产品

跃居世界首位并多年保持第一跃居世界首位并多年保持第一；；

从在世界机械工业中微不足道从在世界机械工业中微不足道，，

到产品销售额连续十二年稳居世到产品销售额连续十二年稳居世

界第一……界第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机械我国机械

工业用自力更生工业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实现实现

了了““追赶追赶””到到““部分领跑部分领跑””的跨越的跨越。。

一件件大国重器撑起中国一件件大国重器撑起中国““机机””

梁梁，，也让也让““中国机械中国机械””这张名片闪这张名片闪

亮世界亮世界。。

中国机械的崛起中国机械的崛起，，源自中国源自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伴随着新中伴随着新中

国前进的步伐国前进的步伐，，党的正确路线方党的正确路线方

针针，，为机械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为机械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向，，增强了动力增强了动力。。

中国机械的崛起中国机械的崛起，，源自近十源自近十

万机械企业汇聚的磅礴力量万机械企业汇聚的磅礴力量。。新新

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机械工业企我国机械工业企

业数量仅有业数量仅有 00..3131 万家万家，，20202020 年这年这

个数字已经达到个数字已经达到 99..2323 万家万家，，占全占全

国工业的比重高达国工业的比重高达 2424..0909%%。。近近

十万机械企业十万机械企业 20202020 年创造了高年创造了高

达达 2222..8585 万亿元的营业收入万亿元的营业收入。。同同

时时，，一大批中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一大批中国企业在世界舞台

绽放光芒绽放光芒。。

中国机械的崛起中国机械的崛起，，源自源自 16001600

万机械人的奋勇拼搏万机械人的奋勇拼搏。。机械行业机械行业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各司其职各司其职。。科技人员科技人员

积极创新积极创新，，促进我国机械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形成竞争促进我国机械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形成竞争

优势优势；；一线员工兢兢业业一线员工兢兢业业，，将质量管理落在实处将质量管理落在实处；；企业企业

家则立足中国家则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放眼世界，，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今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100周年周年，，也是也是““十四五十四五””

开局之年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机械工业将秉持中国机械工业将秉持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走上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走上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2021年 5月 25日，投资 20亿元，涵盖

前沿基础研究、新能源、新工艺、新材料、智

能制造等试验检测能力的潍柴动力未来科

技试验检测中心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标志

着潍柴全面加速迈向科技创新“无人区”。

潍柴创建于 1946 年，潍柴人敢闯敢

拼、敢啃硬骨头，1956年成功研制6160型

中速柴油机，填补了我国中速柴油机空

白；1984年国家引进重型汽车项目，潍柴

承担了其中重型发动机研制生产任务，

为其后中国重卡和工程机械行业提供了

自主可控的澎湃动力。1998 年，潍柴遭

遇危机，经过大刀阔斧推进国企改革，创

造了高速高质量增长的“潍柴奇迹”。奇

迹的背后，是“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迸发

出来的磅礴力量。

近日，山东重工集团召开“立军令

状”“揭榜挂帅”推进会，旗下潍柴集团拿

出 14 个急需攻关的科技项目立下“军令

状”，并细化分解成 40多个“揭榜挂帅”项

目。对此，潍柴集团将拿出 1.6亿元对研

发人员进行奖励。“此举将提高潍柴核心

技术竞争力，缩短产品投放市场时间。

据预测，项目进行期间，我们的研发速度

将提升一倍，项目完成后，我们的成果产

出将提升两倍。”潍柴动力总裁助理、未

来技术研究院院长孙楠楠说。

在潍柴，谁有本事就能拉起队伍揭榜

竞标攻克技术难关。这次从事气体发动

机开发的工程师赵宏恩就成功竞标：“一

旦竞标成功就意味着立下‘军令状’，对开

发指标及时间节点有严格限定。”赵宏恩

告诉记者，潍柴激励研发人员勇闯“无人

区”，中标人可以调集企业一切可调动的

人力、技术资源，来加速开发进度。

眼下，潍柴动力“三高”试验队正如火

如荼开展高原试验，工程师毕世高和高红

臣分别带着两支队伍在西宁和格尔木，对

两款国六新发动机进行各类性能测试和

标定。“‘三高’试验是发动机研发的关键

一环，试验队常年在高温、高寒、高原极限

环境下，开展发动机及配套整车标定和测

试验证工作，提出设计改进创新方案，

保障新研发产品的超强适应性和可

靠性。”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三高”试

验队队长吕文芝告诉记者，十几年来，这

支试验队完成了企业几乎所有系列产品

的极限环境试验，产品获得了市场和客

户认可。

从我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速大功率“蓝擎”

动力诞生，到发布全球首款

本体突破50%热效率的商

业化柴油机，如今潍柴

正向技术创新的高

峰奋力挺进，为

中 国 装 备 制

造 注 入 澎

湃动力。

潍柴集团勇闯科技创新“无人区”：

为中国装备制造注入澎湃动力
本报记者 王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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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山东潍坊潍柴集团一号工厂总装车间，工人

们在流水线上装配发动机。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图① 徐工自行研制的全球最大吨位履带式起重机

参与石化工程建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