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15日 星期四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08

读四川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编辑王明浩 版式李浩 校对张晓

砥砺前行20年
上汽通用成就合资品牌“王者荣耀”

1997年的6月12日，上汽通用
汽车与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携手成
立，开启了快速发展的传奇历程。
彼时，中国汽车消费的绝大多数还
停留在公务，商用。初生的上汽通
用与泛亚该如何发展？

从学习和模仿开始，到通过参
与国际分工合作与自主研发“两条
腿走路”，上汽通用和泛亚用20年
时间在国内率先形成了完整意义上
的整车与动力总成开发能力；从最
初的一座工厂、一个品牌、一款产
品，到如今拥有四大基地、9个整车
生产厂、4个动力总成厂的全国布
局；旗下三大品牌汇聚了20多个产
品系列、140多款车型，产品覆盖从
轿车、MPV、SUV、新能源车等最广
泛的细分市场，满足不同消费群体
的需求；营销服务网点从一开始分
布在重点城市的19家到如今三大
品牌遍布全国的1500多家；市场销
售也从最早年销不到 2 万辆，到
2016年全年销售超过188万辆。

凭借不断探索出的经验和模

式，上汽通用和泛亚练就了当今合
资车企最强大的体系力，不仅成为
上汽通用发展的核心保障，更是国
内汽车行业和市场上的众多模式及
标准的先行者，无论是品牌专营销售

模式、多品牌市场策略、售后服务品
牌与品牌二手车，还是企业兼并重
组、全面绿色发展转型、车联网服务
等，上汽通用汽车都以创新探索首开
先河，为行业奠立了示范与基准。

1997 年 6 月 12 日，
随着美国通用与上汽
集团酝酿已久的合资
公司最终敲定，通用汽
车 当 时 的 总 裁 Jack
Smith 悬着的心终于落
地，在他看来，中国汽
车销量前途不可估量，
未来甚至有望每十年
翻一倍，与上汽的合资
是通用在这个星球上
最重要的事。今天看
来，Jack Smith 的远见
无比正确。唯一“出
错”的是，中国车市的
发展比他想象的更要
迅猛。

20年弹指一挥间，
2017年6月12日，上汽
通用汽车迎来公司成
立 20 周年。这 20 年，
中国车市飞速疾驰，作
为后来者的上汽通用
一如既往紧抓时代脉
搏，以优质产品，贴心
服务赢得了 1400 万用
户，后来居上成为中国
合资车企的领军者。
洞悉用户需求，目光长
远犀利，营销水准高
超，是上汽通用给人留
下最深的印象。20 年
的开拓前行，依托强大
体系力和深耕本土市
场，这家老牌美国车企
深入从美国牛仔到功
夫大师的华丽转身。

在快速成长过程中，上汽
通用汽车并没有忘记肩负的的
社会责任，始终追求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均衡发展，积极
襄助公益事业，回馈社会，成功
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品牌影响力
的公益平台，包括“绿动未来”
环保公益众筹平台、“雪佛兰红
粉笔乡村教育计划”以及与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多个合作
项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
认可和褒奖，成为唯一一家连
续12年荣膺“中国最受尊敬企
业”的汽车企业，并且八年蝉联

“中国最佳企业公民”、八次荣
登“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七
年捧获“中国杰出雇主”，堪称
业界楷模。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面临颠覆
性变革，随着智能科技、新能源、车
联网等前沿科技的不断突破，整个
汽车生态都焕发新的生机。在中
国，新时代的汽车需求也在悄然发
生变化，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
背景下，如何在新时期把握时代脉
搏，勇立潮头，这是摆在所有车企
面前的课题。对此，上汽通用在早
先时候发布的“2020战略”中明确
提出，上汽通用汽车将从单纯产
品、制造和销售为中心的业务模式
向产品全生命周期客户体验及生
活方式导向转变。

“电气化、网联化、智能化、共
享化”是上汽通用领导在多个场合
反复提及的未来方向。在节能与
新能源产品上，到2020年前，上汽
通用汽车将投资265亿元开发高
效动力总成和新能源技术。上汽
通用汽车三大品牌将继续在全新
一代主力平台上快速推出新能源
车型。未来上汽通用将以覆盖
BAS 油电混动、HEV 全混动、
PHEV插电式混动、EREV增程式
混动、BEV纯电动等全类型新能
源技术与车型，满足消费者的多样
化需求。上汽通用已经定下新能

源车销量目标，到2020年，新能源
车年销量销量将达15万辆；而到
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50万
辆。

面对蓬勃待兴的车联网，上汽
通用汽车作为国内最早涉足车联
网服务的汽车企业，依托全球领先
的互联科技以及OnStar，已经拥
有了国内数量最大的用户基盘、最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最全面的服务
内容。2017年，上汽通用汽车滚
动发布了2025车联网战略，推出
全新一代车联系统，着力推进以

“云”为中心的车辆应用与服务，并
实现不断迭代更新。同时，上汽通
用汽车同步全球智能安全科技，加
快智能驾驶及周边技术的开发与
验证，为逐步实现半自动及自动驾
驶奠定基础。

二十年砥砺前行，实践证明，
上汽通用汽车的合资已经成为中
国合资车企典范和标杆。未来，上
汽通用将依托前瞻的发展规划、完
善的体系能力、雄厚的技术储备和
扎实的市场积累，不断夯实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致力于全方位构建

“人、车、社会的互联生态圈”，全新
的传奇正在开启。

20年开拓前行练就强大体系力

全面进军“新四化”
向产品全生命周期和生活方式转变

企业社会责任，上汽通用一直在行动

渝成制鞋产业园到底有什么优势，
能吸引众多鞋企的目光？除了交通便
利和劳动力优势，邹代强还总结了另外
三个方面：深远的战略规划，政府以及
鞋业协会的支持，还有园区主导产业的
集聚。

“一期包括鞋材中心、生产中心、研
发中心、物流中心、招商中心和少量商业
配套。”邹代强说，接下来园区还将进一步
扩充产业链，陆续引进鞋材配套、辅料以
及鞋机配件、器材化工等配套企业，引进
包括出口基地、品牌基地、中小企业创业
孵化园及建设学校、酒店、写字楼和商场
等，全面解决园区内从业人员购物、就

医、子女上学等问题。
邹代强告诉记者，很多制鞋企业把

生产放在这里，而女鞋之都则主要保留
研发设计、终端贸易、平台展示等环
节。这也是武侯“建都”安岳“建园”的
发展格局。

据悉，成都市武侯区和资阳市安岳
县已经建立起全面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将进一步加速和落实成资一体化发
展成果。渝成制鞋产业园将吸附更多
中国女鞋之都鞋企入驻园区，将园区建
设成为承接制鞋产业转移升级的重要
归属地，形成“都园结合”携手发展的新
格局。

2006年，作为全国四大制鞋基地之一的成都，提出“一都两园”的发展格局，“一都”即指中国女鞋之都，“两园”分别是崇州和金
堂鞋业生产基地。如今，在四川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动力转换接续、发展提质升级的新格局背景下，“一都两园”的鞋
业产业格局正向全省“一都多园”发展格局转变。中国女鞋之都安岳生产基地渝成制鞋产业园，正是“多园”中的重要“一园”。

“渝成制鞋产业园有完善的发展规划，具有交通、区位、土地等不可多得的资源优势，园区主导产业集聚，发展前景非常好。”四
川渝成制鞋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邹代强说。

“2017 四川鞋业十大影响力品牌”系列评选活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 见
习记者 罗田怡）作为旅游资源大
省，四川的旅游发展备受各方关
注。6月14日，四川省旅游景区
新标准培训会议在江油举行。根
据会议通报，去年四川省旅游接
待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以及A级
景区数量均位居全国第五，西部
第一。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了解到，此前四川已定下目标，
到2020年，让A级景区的数量达
到1000家。

大力建设的同时，管理力度
也在紧跟。记者了解到，去年四
川共有22家4A级及以下旅游景
区分别受到取消等级、严重警告、
警告等处理，A级景区复核处理
及退出机制开始形成常态化。

去年四川22家景区被处理

在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上，
去年11 月，南充市仪陇县朱德
故里景区成功创建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同时，四川省还借
鉴了国家旅游局的方式，首次
对创建的 4A 级旅游景区进行
了景区资源评审，全年共成功创
建32家4A级旅游景区，创造历
史记录。

对已经评定的A级旅游景
区，四川省也加大了管理力度，通
过明察暗访的方式，对A级旅游
景区进行评审检查。

记者了解到，去年全省共有
22家4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分别
受到取消等级、严重警告、警告等
处理，其中4A级旅游景区取消等
级2家、严重警告7家、警告1家，
占全省4A级景区总量的5.4%。
3A级旅游景区警告7家，2A级景
区取消等级5家。被警告景区通
过认真整改，目前基本整改到位，
取消警告处分，A级景区复核处
理及退出机制开始形成常态化。

四川“千A工程”启幕

一组数据显示，去年四川省
旅游接待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以

及A级景区数量均位居全国第
五，西部第一。虽然排名全国前
列，但对比部分省份，四川的A级
景区数量依旧偏少。

事实上，在四川省“十三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中，便明确提出
要实施旅游景区“千A工程”，加
快把四川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及
以下各类旅游资源因地制宜建成
不同级别的 A 级旅游景区，在
2020年实现全省A级景区数量
突破1000家的目标。

四川省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推进“千 A 工程”的过程
中，四川还将实施旅游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在资源禀赋高的
地方创建高 A 景区，在人口密
集区补足低 A 景区，避免同质
化，避免近距离、低水平的重复
建设。以标准化加快转化各类旅
游资源，为游客提供多样化旅游
产品服务。

同时，为促进“十三五”以来
的扶贫成果转化，四川省还将重
点发展一批以乡村旅游为特色的
低A级景区。整合专家资源，吸
收多方面人才，建立四川旅游的
专家智库。

记者了解到，今年四川将重
点推动甘孜州稻城亚丁、阿坝州
四姑娘山、乐山市嘉阳桫椤湖、宜
宾市蜀南竹海、兴文石海、凉山州
泸沽湖等景区创建国家5A级旅
游景区的指导、协调、申报工作。
力争推动3家5A级旅游景区通
过国家旅游局景观质量评审，进
入后备5A序列。

四川鞋业格局迈向“一都多园”
女鞋之都对接渝成产业园

今年30岁的李文彬，算是
“鞋二代”，家人在鞋业打拼，让
他从小就对鞋业贸易很熟悉，
大学时就开始创业做鞋业贸
易。

2015年，全球鞋业萎缩，不
少传统鞋业上下游的厂商都受
到不小冲击。这也让李文彬开
始反思，相对于许多利用“互联
网+”让传统行业焕发新生的成
功案例，制鞋业的技术更新缓
慢，整个行业依然延续着“笨”
办法。一方面，鞋厂的开发、人
工、采购成本高昂；另一方面，
每年鞋子流行趋势不同，鞋的
版型、原料更新很快，鞋厂对市
场反应不灵敏。

李文彬决定利用互联网从
问题的根源——供应链入手，
为行业带来一些改变。2016年
7月，“找米斗”应运而生。国内
外的鞋厂采购商在找米斗平台
上提交找料需求后，找米斗利
用其互联网大数据，为鞋厂找

到相适的原材料生产商，帮助
解决找料成本高、效率低的实
际问题。而作为供应商，鞋材
厂将他们的产品放到找米斗的
平台上进行销售，通过找米斗
将他们的产品卖给全球的鞋
厂，降低营销成本、高效开拓市
场。

“如果传统途径无法找到
需求鞋料，找米斗会利用大数
据技术为其匹配原料供应商。”
李文彬告诉记者，为提高大数
据匹配效率，找米斗通过建立
几百个规格、款式标签帮助鞋
厂找到自己心仪的“原材料”。

如今在成都，找米斗项目
已经入驻天府软件园创业场，
布局了约10余人的研发团队，
而在鞋厂云集的成都武侯区、
双流区，商务人员重点拓展鞋
厂资源。如今，找米斗的业务
已经扩大到了全国，甚至全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李媛莉

从成都迁至安岳
永强百丽年综合产值过亿元
6月14日，晌午的渝成制鞋产业园

比任何时段都要安静，多处建设工地
放慢节奏，降低声音。走进产业园里
的四川永强百丽鞋业公司，却又是另
一番景象：偌大的生产车间被照得透
亮，机器运转的声音唱着主角，工人们
在忙碌着，截断、面布、针车、压机、成
型、包装……

“现在每天要生产 4500 多双鞋
子。”永强百丽总经理钟俊飞说。永强
百丽是迁入产业园的第一家鞋企，2015
年 11月正式投产，有生产工人近400
名，年综合产值过亿。主要生产百丽、
卡奈俪尔、倩度、派中派、啄木鸟、大东
等50多个品牌的女鞋产品。

永强百丽从成都迁来，进驻投产速度

亦似渝成制鞋产业园的发展速度。2013
年9月11日，投资45亿元，分三期建设的
渝成制鞋产业园动工，采取政府搭台、以
企建园模式，由龙头带领、中小企业抱团
入驻。早在项目一期破土动工前，已经吸
引70多家企业签约入驻。

钟俊飞说迁来是看重安岳在成安
渝高速公路中点，“成安渝高速通车后，
到成都只需要1小时车程。”这里能同时
辐射成都、重庆两座大城市。除此而
外，安岳还有富足的劳动力市场。这也
是数十家来自重庆的鞋企和园区签约
的原因，“安岳制鞋工人非常多，到安岳
就是要抢占制鞋熟手。”最早跟渝成产
业园签约的一批鞋企，70多家中有30
多家来自重庆。

武侯“建都”安岳“建园”
形成“都园结合”发展新格局

为鞋厂生产“找米”
“互联网+”助推传统鞋业升级

一双鞋子的制作要细化到9个部件，每个部件的
颜色、材质有无数种组合，制作出来的鞋子要符合当
季潮流趋势，要跟上甚至引领时尚潮流，肯定需要在
鞋材市场跑“断”腿。

如何才能让鞋厂更便捷、迅速甚至精准地找到原
材料？李文彬的电商平台“找米斗”正是为解决这个
问题而创造的。

到2020年四川A级景区数量或达1000家

去年22家A级景区被处理
复核处理及退出机制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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