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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片

兴宇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与销
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企业研究院，是浙江省
汽车零部件行业重点企业，获中国密封条行业首批智能制造专项。2017年，公司
开工建设国家级智能工厂，2019-2020年，智能化高质量工厂全面投产。

本报记者王依妮文/摄
机械手挥舞、智能物流搬运小车穿行、智控平台高度协同、海量数据在“云”端归集……日前，记者在兴宇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兴宇”）位于仙居下洋底工业园区的生产基地看到，“数字密码”正贯穿汽车密封件制造的全
生命周期。

“基于工业互联网，我们将客户需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等环节一体化集成，不仅缩减了经营成本，也
为标准化、高品质产品的输出保驾护航。”兴宇项目部经理赵建飞介绍。

自2017年，获批国家级智能工厂项目以来，兴宇便陆续引进了大量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加工设备和检测仪器。
得益于精益制造与数字化改造的融合，目前，公司年产值达到 15亿元，形成年产 5800万米新型高端环保车用密

封制品、500万套轻量化滚压制品的生产能力。

>>> 工厂数字化要先构建精益生产

产业链的协同和网络化的互联
互通，是数字化改革中非常重要的
一环。其中，海量的数据是数字化管
理的核心。

“生产过程中，首先得产生基础
的信息数据，然后再经由规划流程，
通过信息平台等载体采集、加工、沉
淀，才能变成报表中可以被我们使
用的数据。”兴宇总经理助理、信息
管理部部长李国栋说。

那么，这些核心的数据从何而来？
据了解，兴宇的目标是成为世

界一流的汽车密封条制造企业。汽
车零部件产业竞争激烈，为了这一
理想，兴宇在 2008 年决心转型，对
未来的发展重新进行了规划布局。

“自 2012 年以来，公司内部组
织经过了‘精益化、标准化、自动化、
数字化、智能化’五个转型过程，同
步推行标准化建设、设备自动化改

造和管理数字化升级。”5 月 19 日，
在仙居县数字化改革第二次工作例
会上，公司董事长陈文杰作了分享。

“精益改造是我们迈出的第一
步。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
企业，管理的难点和痛点很多。”李
国栋说，必须得先通过精益化、自动
化改造，实现了标准化的作业工艺
流程，数据才具备智能制造的参考
标准，便于导入后续流程。

>>> 汽车密封件制造全生命周期数字化

2019 年，兴宇获得国家发改委
下达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专项
资金。

以此为契机，公司加大数字化
转型升级改造力度，累计投入 2.5
亿元，打造从需求端到服务端的全
价值链体系建设。

近年来，兴宇先后购置了工业
机器人、AGV/RG小车、传感器等自
主品牌智能装备，并基于工业互联
网 ，应 用 PLM 等 设 计 管 理 软 件 ，

ERP、MES、WCS 等制造执行软件，
以 5G 网络和云储存为支撑，打造
覆盖生产、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
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其中，PLM、ERP 与 MES 是核
心软件。对制造业而言，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是数字化的开始，若产品
没有实现数字化，后续环节的数字
化就会很空洞。PLM 系统实现了产
品的数字化，ERP 系统解决了企业
整体的供应链管理和运营管理问

题，相当于下达指令的‘大脑’。而
MES就是听命令执行的‘四肢’，自
动化排产协同供应链体系。”李国
栋说。

通过兴宇工业云平台，需求、
研发、计划、制造、交付、服务，每一
环节都嵌入了数字化应用。“事实
上，在制造执行软件中，ERP 系统
本身的功能就已经很强大，其他软
件的引入和应用，是为了辅助‘中
枢’完成指令。”李国栋说。

>>> 国家级智能工厂雏形初现

如今，经过几年的努力，兴宇
已初步完成数字化制造工厂的建
设目标——

在产品设计上，设计部门与生
产部门数据同步率在 100%，销售客
户订单，传导到ERP上，生产计划自
动排产，物料领用自动派生工单，成
本自动归集，自动生成报表数据，准
确率达95%。

无人车间初步形成。生产设备屏
幕上显示有订单进度、生产进度、员
工产量等数据，无人驾驶的物流小车
通过激光交互找准路线自动送料。

公司的智能化炼胶中心目前是

全国最先进的炼胶生产线，核心设
备引进德国HFL 密炼机，控制中心
运行MES制造执行系统，能够实现
产线自动排产、自动配料、自动称
量、自动投料。生产全过程无粉尘、
无异味、无污染。

除智能化炼胶生产线外，塑胶
挤出生产线也完成升级，实现“全自
动+在线断面检测”，塑胶亮饰条车
间改造后新旧各占一半，原本需 5
名工人手工完成的工作量，如今压
缩至3名。

……
“除了通过技术改造、陆续添置

设备等方式在企业内部推进数字化
制造工厂建设，我们还将‘数字制
造’拓展到前、后端，邀请供应商、客
户加入其中，形成全价值链的实时
数据。”李国栋说。

如今，通过兴宇工业云平台中
的EDI和CRM两大客户关系管理系
统，客户接入权限后，订单需求将自
动对接公司的订单管理系统，企业
可以实时自动安排生产。

目前，得益于数字化，该企业客
户满意度提升至 95%，人均产值提
升 1倍，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50%，生
产成本降低20%-30%。

客户满意度提升至95%，人均产值增加一倍，整体运营成本减少15%-20%

兴宇股份：打造国家级智能工厂

在 兴 宇 的 塑 胶 亮 饰 条 车
间，一台酷似一截天线的设备
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兴宇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 司 总 经 理 助 理 赵 建 飞 告 诉
记者，这是一台“接收器”，生
产设备的数据通过它采集，再
传输到兴宇工业云平台。

“去年，我们以拉线的方式
为它提供信号源，设备不能轻
易移，因为信号容易断，今年，
换成了云盒，传输网络稳定不

少。”赵建飞说，目前，5G 技术
尚未全面普及，4G 仍是主流，
但对行业数字化转型来说，即
时 通 信 能 力 直 接 决 定 了 企 业
能达到的数字化程度。

“采集的动态数据要立即
上传，反过来，数据指令又要
立即到达设备。这时，网络非
常重要。我们现在采集的数据
都是秒级的，ERP 系统可以断
线，但 MES 如果断开了那就麻
烦大了。”赵建飞说，这是因为

MES 在 断 开 网 络 后 便 会 重 启
系统。

“因此，5G 基站的建设很
有必要。”赵建飞表示，此外，
网络安全管理也应受到重视，

“数据被他人介入，或者网络
遭受攻击，都会导致整个工程
瘫痪。随着自动化程度 、数字
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企业对网
络 传 输 能 力 和 网 络 安 全 的 需
求也会越来越高，对技术人员
的维护，也将提出更高要求。”

兴宇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赵建飞——

制造业数字化
需要通信能力支撑

近期上马的后工序冲切机器人。

本报记者陈赛娇

6月10日，路桥凤栖社区地块经
历了一场激烈的竞拍，经过超14个小
时、734轮竞价的拉锯战，最终由保利
（保利浙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

得，成交价30.27亿元，成交楼面价约
5379元/平方米（未考虑配建、回购、
返还等因素），溢价率35%，无偿返还
人才住宅建筑面积55900平方米。

该地块自挂牌以来备受关注，
地块出让面积 221083平方米，是今
年以来台州市区推出的体量最大
的一宗涉宅地块，挂牌起始价达
22.43 亿元。地块设置了最高限价
30.27 亿元，若出现土地溢价封顶，
则无偿返还人才住宅面积。

作为路桥首宗未来社区地块，
该地块设置了诸多条件，需无偿配
建 15班制幼儿园一个(含 3班幼托)，
建筑面积不少于 6000平方米，用地
面积不少于 6300平方米；TOD集中

式商业面积不小于 38000平方米(其
中，地上商业不少于 30000平方米，
地下商业不少于 8000平方米)，不得
分割转让；回购部分，以 9500 元/平
方米 (毛坯 9000 元/平方米、全装修
500 元/平方米)计，回购套数 1136-
1142 套，其中必须满足 60 平方米
300套、90平方米 18套、120平方米
600套、140平方米 18套、180平方米
200套；住宅、商业建筑外立面主要
材质采用石材、铝板干挂……

虽然拿地门槛较高，但依然吸
引了许多开发商为了这块地展开
厮杀。一方面，上半年市区推出的
地块较少，开发商拿地意愿较强。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该地块独特的

区位条件和优越的自然环境。
该地块位于台州路桥凤栖社区

地块，东南角有 S1轻轨客运南站出
入口，周边有财富商贸城、中国日用
品新商城、台州市客运中心、桐屿街
道中心小学等相关配套，还有方远·
天颐府、绿情一品、德光·大悦风华
府、龙湖坤和·湖城大境等项目。

据了解，凤栖未来社区处于路
桥城市核心拓展片区，临近台州市
城市绿心，将打造成全能服务的商
享活力社区、菁英汇聚的人才共享
社区、立体开放的多维链接社区。
建成后，将推动新城土地更新和开
发，完善新城环境品质和功能配
套，激发新城发展活力。

超14小时 734轮竞价

路桥首宗未来社区地块火热成交

本报记者沈海珠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即将到来，
我市街头巷尾早已粽叶飘香，粽子
的销售也逐渐火热。

在黄岩区松兴堂菜场门口一个
临时搭建的摊位前，陈阿婆正在包
粽子，现煮现卖，粽子的香味引得人
们纷纷驻足。

“每年端午前后，我就会在这里
摆摊卖粽子，我负责包，我老伴负责
卖，生意挺不错的。”陈阿婆告诉记

者，她包的粽子有鲜肉粽、豆沙粽、
蛋黄粽和蜜枣粽等口味，最便宜的
是白米粽 2.5 元/个，最贵的是蛋黄
肉粽 5.5 元/个，每天他们能卖上百
个粽子。

走进各大超市、商场，一眼就能
在醒目位置看到“粽子专柜”，不少
商家还推出了各种优惠活动，比如
欧尚超市东海大道店在 6月 2日-6
月 15日推出了满减、折扣等端午福
利活动。

“我们比较喜欢蛋黄肉粽，一些

大品牌的粽子，不仅口感好，馅料也
越来越讲究，刚好现在有活动，打算
买几个回去尝尝鲜。”一位在超市购
买粽子的市民说。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散装
粽子比较受欢迎，大部分客户都是买
回家自己吃的。其中，纯肉粽、蛋黄猪
肉粽和板栗猪肉粽卖得最好。”欧尚
超市东海大道店的工作人员说。

除了买粽子回家尝鲜的市民，
还有一些企业主会到超市里挑选粽
子，作为员工的福利，而他们更青睐

于礼盒装粽子。
在世纪联华市府大道店二楼入

口处，只见端午粽专柜早已摆放在
那儿，各式各样的粽子堆满了货架。
五芳斋经典五芳礼盒粽 149 元、知
味观江南知味礼盒 69.9 元、李子柒
腾龙竞舟粽119元……

据世纪联华的工作人员介绍，早
在二十多天前，他们已经开始销售粽
子了，随着节日临近，来选购的人也
越来越多，对于企业主而言，价格在
80-150元之间的礼盒装更受青睐。

端午临近，粽子热销

（上接第一版）方远酒店一位员工说。
保障员工福利，这既是方远企业

文化的彰显，也是其承担起一个企业
应有社会责任的表现。

方远集团相关负责人认为，只有
提供完善合理的企业员工福利保障，
才能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实现
企业发展和员工得利的双赢局面。

因此，方远十分重视人才发展，采
取多种措施建设人才队伍——

引进人才，每年招收大中专毕业
生，吸纳新生力量；送员工到大中专院
校参加培训学习，或与专业学校创办
教育班，提升技能；公司内部举办各种
技术培训班、业务学习班等，形成鼓励
学习、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在管理上，方远制定了各种激励
制度，比如将员工绩效与个人待遇挂
钩，让每一位员工的付出都有收获。提
供住房等福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让人才在企业留得下、干得久。

关爱员工带来发展“软实力”
关爱员工、培养人才，是企业的社

会责任，也造就了企业的“软实力”。
方远集团多业并举的产业格局就

是最好证明。

建筑业是方远的主业，也是传统产业。
让传统行业不传统，方远智慧建工板块不
断变革与创新，向着“智慧化”转型升级。

方远智慧建工板块旗下有 3家建
筑企业，近几年，他们承建了北大附属
台州飞龙湖学校、台州东部新区第二
中小企业园、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台州
学校等一批优质项目。

因为有了人才，坚持主业的同时，
方远也开始探索多元发展，布局先进
制造业——

目前，方远先进制造板块已涵盖新型
建材、建筑工业化、真空设备、机电制造等
领域。旗下4家制造企业均已获批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其中，台州普利德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荣获第二批省级建筑工业化产
业基地，方远力鑫真空设备有限公司致力
于成为国家级真空设备制造基地。

面对消费升级的新经济浪潮，方
远也紧抓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优化
提升酒店、物业、内外贸易、创业园等
多个领域的服务业态，为板块注入更
多活力，开辟集团新的增长极。

“2021年，方远制定了目标，努力实
现营业收入超260亿元，利税总额超20
亿元。我们要为台州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也要为员工谋更多的福利。”陈方春说。

方远：与全体员工“共有”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王涵雪 蒋梦莹）近
日，笔者从椒江区经科局获悉，浙江九洲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浙江省首批
外国专家工作站，为台州唯一一家。

据悉，企业申请设立外国专家工作
站条件严格，除了必须在当地及本行业
具有较大影响，企业自身有良好的运营

或运行状况，有省级企业研究院或省级
以上各类研发机构外，还需要引进外国
专家的研究方向符合我省产业导向，当
年度设站主体聘请的高层次外国专家3
人以上，累计工作时间不少于4个月，对
相关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指导咨询3次
以上，指导培训产业人才40人次以上。

全市首家
外国专家工作站落户椒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