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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业争夺战之“青岛策”
探访青岛制造业的战略高地

新华社记者

制造业，一国之脊梁。

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涤荡，力图抢占下一轮发展制高点的全球诸国，不约而同吹响了回

归制造业的冲锋号———

从美国全力打造制造业创新网络到德国力推“工业 4 . 0”，从“数字印度”的提出再到备

受瞩目的“中国制造 2025”……一场打造先进制造业的争夺战，正在全球上演。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几十年风雨兼程，中国已然站在全球制造中心之位，但依然面临着由大变强的重任，这

也是奋进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中国，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黄海之滨，齐鲁要地，一篇旨在变革观念、创新超越的制造业突围记，正在这里悄然书

写———

青岛，这座承载百年制造业基因的中国名城，改革开放后哺育了一批像海尔、海信等全

球级制造业明星企业，如今又开启了以创新引领发展的新航程。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颠覆性管理探索的震撼；

在这里，可以观察到大跨度科技变革的突破；

在这里，可以体会到前瞻性战略布局的眼光；

在这里，可以被敢于创新的坚韧意志所感染……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今日之“青岛制造”正以勇立潮头的姿态，迸发出蓬

勃活力，抢占先进制造业的战略高地，也为当今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启迪。

“不仅仅是海尔，我认为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应该向体验
经济转型，这是一个方向，从规模经济转向体验经济。”海尔集团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

面对汹涌的互联网大潮，张瑞敏近年来一直在思索、探寻，
甚至每年都要读一百多本书而求解。“互联网带来的最大挑战是
零距离，互联网时代要么你拥有平台，要么你被平台拥有，要把
每个用户的需求和供给连接起来。”

颠覆传统，海尔把这种供需对接称为“人单合一”，全力向互
联网工业进军———

过去几年里，海尔集中做了一件事：去掉 1 万多人的中间管
理层，把过去 30 年辛辛苦苦打造的“航母”，解构成一支并联“舰
队”。“现在海尔只有三种人，平台主、小微主和创客。”张瑞敏说。

每个人都可以依托海尔的平台进行创业，每一个产品都能
迅速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调整。今天的海尔已慢慢演变成一个“生
态圈”，汇聚了平台主、小微主和创客共 7 万多人，已诞生 470 个
项目，汇聚 1322家风投公司。

海尔的探索，其实是一种危机下的倒逼。
犹如苹果手机横空出世让“巨无霸”诺基亚迅速落幕，犹如

奇虎 360 推出免费业务对其他传统杀毒软件造成致命打击一
样……在互联网时代，颠覆式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一旦出现，往往
从最想不到的维度，对传统企业发出致命的“降维打击”。

“对传统企业，尤其是家电企业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张
瑞敏预测，一个新的物联网时代很快到来。

海尔的选择，被纳入了哈佛商学院的案例。
世界知名的互联网观察者凯文·凯利说，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制造业都将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迅速灵活转型，产品将更加个
性化。

业内专家认为，在当前“去产能、降成本”的关键阶段，制造
业生产中效率不高、产能过剩、成本高企等一系列问题，也都可
以从与互联网融合中找到解决方法。

“制造+互联网一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谁善于把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个大趋势把握住，谁就能把握住全球
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

每一次科技变革的突破，总会对传统生产制造跃升留下鲜
明的印记。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先声，总有一批敢于吃螃蟹勇于创新企
业的身影。

如果说海尔在重构现代工业的创新方式和组织体系，那
么位于青岛即墨市的服装企业——— 红领公司则通过用互联网
重塑生产流程，破解了工业批量生产与个性化定制的悖论。在
红领魔幻工厂里，将西服定制从个性设计到成衣配送压缩到
7 天，实现了业内难以奢望的“流水作业”。

“这是一套方法论，目前已有几十家企业出资前来购买转
型的解决方案，我希望能复制到多个产业。”红领董事长张代
理雄心勃勃。

与“弯道超车”所不同，像红领一样敢于颠覆创新的青岛
企业家们更注重“换道超车”。“这一套做法，颠覆了传统企业
基本的逻辑，重塑了一套工厂运行架构。如果说，红领这样的
传统企业都能升级，其他产业更不必愁了。”张代理说。

新工业革命正在开启。诸多业内人士认为，智能制造将成
为制造业变革的核心，最典型的就是批量化个性定制生产。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渗透性和实体经济的结合，带来了一
种新的迭代式创新。红领的创新，将为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和结
构重组带来示范。”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说，“互联网+先进制
造业+现代工业”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青岛已于去年实施“互联网工业”发展行动方案，力图将
互联网创新成果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各领域深度融合，形成
经济发展新形态。

“在国内率先提出打造互联网工业强市，这是当下青岛工
业转型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经济步入新常态，工业进入转型的
关键阶段，这也是一场生死之战。”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主任项阳青说。

当前，互联网工业“青岛现象”已崭露头角。除海尔、红领
等公司领跑之外，全国领先的中小企业云服务平台正着力打
造“服务生态圈”、青岛软控股份公司的轮胎生产管控一体化
系统让人耳目一新……

2015 年工信部公布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青
岛的海尔、红领、赛轮金宇三家企业入选，入选企业数在同类
城市中名列第一。2016 年，中车青岛四方股份、双星集团两家
企业又上榜。

“未来制造企业一定是和互联网交融的。内部业务更加互
联网化，公司治理结构更加扁平化，制造业企业都要与互联网
对标、协同起来，以适应当下快速迭代、快速改进的新趋势。”
凯文·凯利说。

1·颠覆传统模式“脱胎换骨”——— 捕捉“互联网工业”时代的新机遇

技术的一小步，产业的一大步。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如何依靠核心技术实现新突破，

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开拓新的蓝海，是横亘在全球制造业面前的
一道难题。

在经济下行、利润压缩，不少制造企业开始转向金融资本、
投资地产的时候，依旧在显示技术等领域深耕的青岛海信集团
似乎显得有些“固执”。

国庆前夕，海信刚刚在纽约举办了大尺寸战略暨大屏新品
发布会，今年圣诞季前后这些新品将在美国登陆上市。美国是全
球高端市场，海信已在此累计销售了 500 万台电视。在美国近期
发布的业内独立第三方评测机构同类产品消费满意度报告中，
海信首次冲入美国前四大品牌。

“靠过硬的技术，方有‘看到未来’的能力。”海信集团副总裁
汤业国说，海信不仅把彩电“吃透”，占领高附加值市场，还将尖
端的显示、传感技术另辟蹊径，应用到产业市场，开拓出了一片
新天地。

城市智能交通连续七年国内市场第一、宽带接入网光模块
连续五年全球市场第一、智能商业支付中国第一、布局可视化医
疗……在电视、冰箱等家电领域被消费者熟知的海信，正通过技
术革新，展露出别样的风采。

从追赶到引领，几十年高速发展，海信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技术立企”的座右铭。“这些‘第一’的背后是企业十年以上的积
累，更是对产业转型的渴望和未雨绸缪。”汤业国说。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不同国际一流对标，不站在全球巅峰上衡量自身，不找到自

身的禀赋优势所在，无论是谁，都将在这一轮竞争中被远远甩在
后面。

专家普遍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制造业增速的回升将
以不平衡的方式实现，那些率先在重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并
实现生产组织模式变革的国家，将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得
先机。

青岛科技局局长姜波说，要抓住机遇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
力的领军型企业，中国制造的格局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位于青岛崂山区的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门从事腐蚀防护与水处理技术及产品研发、设计的高科

技企业，拥有国家腐蚀控制领域最高资质，编制了该行业
80% 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综合市场占有率达 40%。

双瑞公司相关技术也是“异常了得”：电解制氯产业市场
占有率在国内核电领域达 90%、火电领域达 70%；是国内唯
一采用电化学技术的污水处理系统供应商；船舶压载水管理
系统产品获得了世界七大权威船级社及主管机关认证，销售
业绩在全球名列前茅……

双瑞的辉煌正是得益于“技术创新”的秘诀——— 双瑞公司
依托国家级“海洋腐蚀与防护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秉承“生
产销售一代、研发认证一代、预先研究一代”的技术创新理念，
在巩固和发展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产品。

技术创新，已经在今天的青岛掀起新浪潮，并持续鼓帆激
波———

从专利数据上看，青岛发明专利在过去 5 年间增长了 16
倍，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了 7 倍，技术交易额增长了 6 倍；

从创新载体上看，青岛规划并实施了“三个千万平米”：能
容纳上千家科技企业的 1000 万平米的科技孵化器，有着
1000 万平米的软件产业园，能吸纳顶尖级人才的 1000 万平
方米的人才公寓；

从创新支撑上看，青岛实施“四系”加强高端创新资源集
聚：高校系，青岛已和国内知名的 24 所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
或建研究中心，或建研究生院、分校；央企系，主要吸引中央企
业在青岛聚集，实现落地生根；中科系，重点推进中科院科教
融合基地、中科研发城、中科院青岛分院等建设；国际系，把像
德国史太白等世界知名的研发机构向青岛汇聚；

……
承继着百年传统制造业的基因，如今青岛正处于工业化

中后期也是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不再陶醉于自己的“红瓦绿
树”，不再沉溺于曾经的辉煌，立足于国家实验室等顶级创新
平台，青岛已经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世界一流创新城市。

依靠技术创新，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这座城市决
策者的谋略方向、施政目标。“从总体来看，青岛制造依然存在
着大而不强的问题，但要向前突破，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走创新
之路，努力掌握核心技术，我们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信心。”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说。

2·有了金刚钻方揽“瓷器活儿”——— 依靠核心技术实现新突破

“我们需要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一切尚在开始。未来 20
年最伟大的产品，最火爆的产业，也许还没问世。”凯文·凯利
说。

“300001”，硕大的股票代码标注在青岛特锐德公司的展
厅上，提醒着每一个来访的人：青岛特锐德公司是中国创业板
第一股。

乘着铁路提速和高铁建设的东风，特锐德在短短数年间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箱式电力产
品系统集成商和箱变研发生产企业，拥有世界首创的 110 千
伏城市中心模块化智能变电站、太阳能光伏一体化箱变、有轨
电车智能箱变等创新产品，目前也正在全力向新能源汽车充
电市场布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期，抓住风口往往就能实现跨
越式发展。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瞄准技术前沿，把
握产业变革方向，拓展新兴产业增长空间。今后五年，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由目前的 8% 左右，上升到
15%。

“新兴产业将迎来一波大潮，这会不断催生出新产品、新
行业。它不仅是一个城市、也将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战略制高
点。”姜波说。

除了新能源，机器人、石墨烯等新兴产业近年来也在青岛
风生水起。

在双星集团逾万平方米的轮胎生产车间里，忙碌的机器
人来回搬运原料，输送到设备上压制成胎胚。

偌大车间里，11 种 128 台智能机器人分布在各个生产线
上。轮胎生产环节中的分拣、检测、输送和仓储均由机器人完
成。

这是今年 6 月双星集团新投入使用的智能化生产线，
被誉为全球首个商用车胎工业 4 . 0 工厂。智能化的生产流
程使劳动强度降低 60% 以上，劳动生产率是过去的 3 倍以
上。

不仅用机器人，而且还生产机器人。今年双星集团和全
球领先的机器人制造商瑞典 ABB 集团签署协议，ABB-双
星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创新中心已在青岛高新区安家落
户。

项阳青介绍，青岛高新区已成为国内首个“国家机器

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全球机器人“四大家族”也齐聚
于此。到今年上半年，青岛落户机器人项目 66 个，其中
直接从事与机器人及相关配套项目 40 个，总投资超过
116 亿元。

立泰山之巅方为壮阔，居海洋之畔方观波澜。
依海而兴的青岛，有着约 800 公里的海岸线，近海海域

1 . 22 万平方公里，有着广袤的海洋资源，一批围绕海洋做
文章的新兴产业临海而起。

去年底，我国海洋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青岛海洋科
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正式启用，也为我国海洋发展提供了
新的科技引擎。“我们 15 个功能实验室涵盖了国内所有的
海洋重点学科。”在青岛市工作生活 40 余年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理事长管华诗表示。

青岛市集聚了实力雄厚的海洋科研人才资源，拥有
全国 30% 的海洋科研机构，50% 的海洋高层次科研人才，
70% 以上的涉海两院院士，各类海洋专业技术人才达
5000 余人。

“善弈者谋势”。如今的青岛借助雄厚海洋人才实力、国
家深海基地等顶级优势，正在全力向深蓝时代迈进。就在
2015 年，青岛已率先发布了“海洋+”发展规划，向深蓝时代
进军，一批领先企业正在崛起———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主导产品海藻酸盐规模稳居世界第
一，目前正向海洋功能食品、生物医用材料等产品全力升
级，又将迈入新的跨越期；

青岛中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海水鱼类胶原蛋白为
主要材料制成的角膜载体支架，开创了海洋生物材料应用
于人体器官重建领域的先河；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发的国产新一
代水下焊接与切割、钛合金厚板焊接设备即将进入到量产
阶段，将改变我国依赖进口的局面；

海洋监测仪器仪表、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生物、海洋
环境保护……一个又一个创新成果在不断涌现。

据初步核算，仅今年上半年青岛就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1042 亿元，增长 12 . 3%，增速高于 GDP 增速 4 . 9 个百分
点。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上升到 23 . 1%，对 GDP 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 34 . 4%，为青岛市产业调整提供了足够的
“底气”，也增添了全新动力。

3·弄潮儿当向涛头立——— 发展新兴产业重塑新格局

高端装备，国之重器，也是衡量一国制造业水平的关键标
准。

在青岛中车四方厂区内，至今仍摆放着一台 64 年前“八
一号”蒸汽机车原型，这台机车浓缩着青岛重型装备制造业的
沧桑与辉煌：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国内可统计的火车机车有 4000 多
台，但却没有一台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

历史选择了青岛。1953 年，新中国第一台机车“八一号”
在这里试制成功。

“八一号”的诞生，奠定了新中国机车工业变修为造的重
大转折。

昔日的老四方机车厂，如今已成为驰名中外的“高铁摇
篮”———

从这里驶出的 CRH380A，创下时速 486 . 1 公里的世
界高铁运营试验第一速，这里开出的高速动车组，超过
1000 列。

“青岛制造既有传承，也有创新，每一个城市的制造都
是在不断总结中前进的。”青岛市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
员张树枫说，青岛不仅有着轻工业的辉煌，更有着重型装
备制造业的传承基因。

大块头有大智慧，发展高端装备凸显一个城市的长远眼
光。

约 90 米高，4 条可升降的桩腿，可供数百人吃住的海工
平台……这样的一个个恰似“变形金刚”式的庞然大物，就坐
落在青岛海西湾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基地内。

“这一个平台，其售价就好比一架波音 737 飞机。”青
岛海西重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国庆说：“大型高端装备正
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能抢占制造业的高地。”

目前，海西重机在造的还有 3 座 110 米电动齿轮齿条
升降式海工平台，将分别于今年下半年和 2017 年上半年
交付，并于 8 月份新签订了 6 座自升式海工辅助平台建造
订单，是目前国内手持订单量最大、成功交付海工平台数
量最多的海工服务平台生产制造企业。

船舶制造，最具海洋气息的工业符号，集多种产业门
类于一身，也衡量着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工业水平。山东

半岛处于日本、韩国和中国构筑的世界造船业“金三角”
地带，青岛造船业的崛起，占尽天时地利。

“具备世界眼光，立足国际前沿，迈向全球市场”———
这是青岛发展船舶等海洋工程的思路和目标。

近年来，青岛市先后引进中船重工集团、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等船舶和海洋工程领
域最强“国字号”企业，以及三菱重工、瓦锡兰等造船和
研发配套的国际大公司，投资亿元以上的船舶重点项目
超过 10 个，总投资达到 200 亿元，已完全具备建造 10
万吨级 FPSO(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俗称“海上石油
工厂”)、大型船用柴油机、曲轴、海上采油平台上部模块
等高端产品的能力。

依托技术创新，一大批高端装备从青岛走向海内
外，一批“大国重器”从这里走向全球，“青岛制造”显示出
大国重器的高端水平。

作为高铁，中车四方累计在新加坡获得 916 辆地
铁车辆订单，实现我国首次向发达国家出口高端地铁
车辆；

作为高端海工装备，今年上半年由中海油青岛海
工承建的俄罗斯亚马尔 LNG 建造项目的三个核心工
艺模块顺利装船并将运往北极。这是中国首个自主设
计建造的液化天然气核心装备，也是中国首次对外输
出 LNG 核心工艺模块，标志着“青岛制造”已顺利打
入国际高端油气装备市场。

……
据青岛市经信委介绍，2015 年全市规模以上装备制

造企业达 1769 家，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8430 亿元，同
比增长 10 . 9%，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立足青岛，放眼全球，“青岛号”制造业的这艘大船

正在全球竞争中乘风而行，承载着在制造业前沿领域中
实现领先的重任，也正努力在未来制造业版图镌刻上
“青岛制造”的新标签。

(记者赵新兵、李斌、张旭东、徐冰、张辛欣、席敏)
新华社青岛 10 月 20 日电

4·大国装备夯实“发展基石”——— 以战略眼光谋划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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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青岛双星轮胎生产车间工作（9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徐速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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