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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氢科技迎来新年首批交付

“我们要让上柴加快‘新’起来”
新年开局生产旺，2021要大踏步发展

五菱、宝骏成为最保值民族品牌

见习记者 周小迪

去年去年55月月，，捷氢科技落地捷氢科技落地

常熟并设立江苏子公司常熟并设立江苏子公司，，实实

现现 PROME PPROME P390390 的本地化的本地化

生产制造生产制造。。在不到一年的时在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间里，，第一批搭载捷氢科技第一批搭载捷氢科技

燃料电池系统的氢能公交车燃料电池系统的氢能公交车

就要在常熟上路了就要在常熟上路了。。

11 月月 1818 日日，，常熟市燃料常熟市燃料

电池公交车交车仪式在常熟电池公交车交车仪式在常熟

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现场现场，，

1616 辆海格牌燃料电池低入口辆海格牌燃料电池低入口

城市客车整齐排列城市客车整齐排列，，它们都它们都

搭载了捷氢科技的拳头产品搭载了捷氢科技的拳头产品

——— 燃 料 电 池 系 统— 燃 料 电 池 系 统

PROME PPROME P390390。。

““在常熟市委在常熟市委、、市政府及市政府及

相关部门的关心下相关部门的关心下，，捷氢科捷氢科

技紧密协同伙伴单位苏州金技紧密协同伙伴单位苏州金

龙龙，，为常熟公交打造并交付为常熟公交打造并交付

了第一批燃料电池公交车产了第一批燃料电池公交车产

品品。。未来未来，，捷氢科技还将持捷氢科技还将持

续提升自身研发能力续提升自身研发能力、、夯实夯实

产业基础产业基础，，发挥其在燃料电发挥其在燃料电

池技术及应用上的优势池技术及应用上的优势，，以以

常熟为重要桥头堡常熟为重要桥头堡，，携手包携手包

括苏州金龙在内的合作伙括苏州金龙在内的合作伙

伴伴，，共同推进长三角地区燃共同推进长三角地区燃

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发展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发展，，

为中国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为中国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

做出更大贡献做出更大贡献。。””上汽集团副上汽集团副

总裁总裁、、总工程师祖似杰在交总工程师祖似杰在交

付仪式上表示付仪式上表示。。

此次交付为捷氢科技在此次交付为捷氢科技在

20212021 年持续深入推进燃料电年持续深入推进燃料电

池商业化运营吹响了前进的池商业化运营吹响了前进的

号角号角。。

““捷氢科技在成立以来的捷氢科技在成立以来的

两年多时间里取得了突破性两年多时间里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进展，，自主掌握了燃料电池自主掌握了燃料电池

的核心技术的核心技术，，推出了具有国推出了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燃料电池产际领先水平的燃料电池产

品品。。为了实现燃料电池产业为了实现燃料电池产业

的进一步发展的进一步发展，，推进关键材推进关键材

料的国产化势在必行料的国产化势在必行，，这对这对

于降低燃料电池成本和供应于降低燃料电池成本和供应

风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风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试乘燃料电池公交车的时在试乘燃料电池公交车的时

候候，，捷氢科技总经理卢兵兵捷氢科技总经理卢兵兵

介绍道介绍道，，““上个月上个月，，我们推出我们推出

的最新一代大功率质子交换的最新一代大功率质子交换

膜 燃 料 电 池 系 统膜 燃 料 电 池 系 统 PROMEPROME

PP33XX，， 功 率 达 到 了功 率 达 到 了 117117kWkW，，

比肩国际领先水平比肩国际领先水平。。””

据悉据悉，，20202020 年捷氢科技年捷氢科技

燃料电池电堆和系统产品燃料电池电堆和系统产品

PPROME MROME M33HH 和和 PROMEPROME

PP390390 累 计 销 量 接 近累 计 销 量 接 近 450450 台台

（（套套），），配套车型近配套车型近2200款款。。

相比纯电动公交车相比纯电动公交车66小时小时

的充电时长的充电时长，，燃料电池公交燃料电池公交

在在55--1010分钟内即可加满一次分钟内即可加满一次

氢气氢气，，匀速状态下可以行驶匀速状态下可以行驶

560560kmkm。。同时同时，，““喝喝””氢排水氢排水

的燃料电池车能真正实现的燃料电池车能真正实现

““零排放零排放、、零污染零污染””。。

早在早在20182018年年1212月月，，捷氢捷氢

科技就携手申沃客车共同运科技就携手申沃客车共同运

营了上海市首条燃料电池公营了上海市首条燃料电池公

交线路嘉定交线路嘉定114114路路。。目前目前，，这这

66辆燃料电池客车的累计运营辆燃料电池客车的累计运营

里程已经接近里程已经接近5050万公里万公里。。

为了更好地提供运营保为了更好地提供运营保

障障，，捷氢科技通过远程数据捷氢科技通过远程数据

平台跟踪车辆的实时运营状平台跟踪车辆的实时运营状

态态，，并通过安装数据采集并通过安装数据采集

仪仪，，定期对车辆数据进行专定期对车辆数据进行专

业分析业分析，，了解燃料电池的工了解燃料电池的工

作状况作状况，，分析潜在故障可能分析潜在故障可能

性性、、系统效率系统效率、、电堆寿命电堆寿命，，

为燃料电池客车的运营保驾为燃料电池客车的运营保驾

护航护航。。

本次常熟公交的交付是本次常熟公交的交付是

捷氢科技落实氢能示范应捷氢科技落实氢能示范应

用用、、推动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推动燃料电池汽车产业

进一步落地进一步落地、、推进长三角氢推进长三角氢

能一体化发展能一体化发展、、加快氢能产加快氢能产

业链建设的又一成果体现业链建设的又一成果体现。。

16辆氢能公交车在常熟上路运营

首席记者 阮希琼

今年刚开年今年刚开年，，上柴生产上柴生产

线 的 员 工 已 经 忙 到线 的 员 工 已 经 忙 到 ““ 飞飞

起起””，，现场还有一批管理干现场还有一批管理干

部正在接受岗位实操培训部正在接受岗位实操培训。。

原来原来，，今年上柴又延续了去今年上柴又延续了去

年的高产态势年的高产态势，，生产线压力生产线压力

剧增剧增。。““11月月，，发动机计划排发动机计划排

产产22万多台万多台，，又正好是春节又正好是春节

前后前后，，劳务工流动性较大劳务工流动性较大，，

人 手 紧 缺人 手 紧 缺 ，， 我 们 就 顶 上我 们 就 顶 上

了了。。””一名管理干部说一名管理干部说。。据据

悉悉，，这次一共有这次一共有1010多位管理多位管理

干部紧急支援生产线干部紧急支援生产线，，直接直接

顶岗参与各车间装配线作顶岗参与各车间装配线作

业业。。

虽然忙虽然忙，，但员工却十分但员工却十分

振奋振奋。。““前两天前两天，，我们召开我们召开

了干部大会了干部大会，，明确了新的挑明确了新的挑

战目标战目标，，一年比一年好了一年比一年好了。。””

20202020年年，，上柴全年销量上柴全年销量

突破突破1616万台万台，，同比增幅高达同比增幅高达

6969%%，，行业增幅第一行业增幅第一。。庆祝庆祝

仪式刚举行完仪式刚举行完，，11 月月 1515 日日，，

在上柴股份的干部大会上在上柴股份的干部大会上，，

新的挑战目标又确立了新的挑战目标又确立了：：

20212021 年挑战年挑战 2222 万台产销目万台产销目

标标。。力争到力争到20252025年年，，行业排行业排

名进入前名进入前55名名。。

““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迈迈

大步跨越发展大步跨越发展。。””上柴领导上柴领导

在会上表示在会上表示。。

如何大踏步前进如何大踏步前进？？探索探索

新领域新领域、、加快创新产品落加快创新产品落

地地、、推进数字化转型是三个推进数字化转型是三个

关键要点关键要点。。““要持续深化业要持续深化业

内融合内融合，，大力拓展业外市大力拓展业外市

场场；；确保新产品开发进度确保新产品开发进度，，

推进推进““新四化新四化””快速落地快速落地；；

持续推进精益体系建设持续推进精益体系建设，，围围

绕智能产品绕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智智

慧管理慧管理，，实现业务流的实实现业务流的实

时时、、透明化透明化，，促进企业的数促进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字化转型。。””上柴领导强调上柴领导强调。。

事实上事实上，，这两年这两年，，上柴在上柴在

探索新领域探索新领域、、加快创新产品加快创新产品

落地落地、、推进推进数字化转型这三数字化转型这三

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上柴正在工上柴正在工

程机械程机械、、农机市场等领域积农机市场等领域积

极探索极探索，，业外市场销售收入业外市场销售收入

已经占到了总销售收入的近已经占到了总销售收入的近

5050%%。。在创新产品落地方面在创新产品落地方面，，

上柴自上柴自主研发的主研发的ECUECU（（电子电子

控制单元控制单元））点火成功点火成功；；远程远程

数据终端数据终端 T-BOXT-BOX 项目实现项目实现

小批量供货小批量供货；；成功研发了全成功研发了全

球首款可边插电边作业的起球首款可边插电边作业的起

重机重机。。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在数字化转型方面，，

DD2020 工厂通过数字化升工厂通过数字化升级级，，

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 2020%%，，订订单单

响应速度提高了响应速度提高了1818%%。。

面向面向““十四五十四五””，，上柴上柴

有着新的思考有着新的思考。。““我们要加我们要加

快快‘‘新新’’起来起来！！””上柴领导上柴领导

直言直言，，““要让科技含量更高要让科技含量更高

一些一些，，创业精神更足一些创业精神更足一些，，

创新氛围更浓一些创新氛围更浓一些。。””

具体而言具体而言，，上柴要在做上柴要在做

优老产品的基础上优老产品的基础上，，研发新研发新

产品产品，，用拳头产品抢占各细用拳头产品抢占各细

分市场分市场；；布局智能化布局智能化、、新能新能

源化产品源化产品，，开拓新市场开拓新市场；；加加

快企业环境改造的步伐快企业环境改造的步伐，，激激

励员工奋发向上励员工奋发向上；；利用上柴利用上柴

的上市公司资本平台的上市公司资本平台，，打造打造

产业链融合的新格局产业链融合的新格局。。

11 月月 1515 日日，，中国汽车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与精真估联合发流通协会与精真估联合发

布布““20202020 年度中国汽车保年度中国汽车保

值率报告值率报告””。。其中其中，，五菱品五菱品

牌以牌以 6464..4444%%的高保值率位的高保值率位

居民族品牌榜首居民族品牌榜首，，宝骏品宝骏品

牌以牌以 6262..1414%%的保值率紧随的保值率紧随

其后其后，，以品质和实力铸就以品质和实力铸就

国货之光国货之光。。

汽车保值率不仅是汽汽车保值率不仅是汽

车性价比的重要衡量因车性价比的重要衡量因

素素，，更是汽车各方面综合更是汽车各方面综合

水平的体现水平的体现。。至今至今，，上汽上汽

通用五菱已经积累了超过通用五菱已经积累了超过

23002300万用户万用户，，成为了许多成为了许多

消费者心目中的购车首选消费者心目中的购车首选

品牌之一品牌之一。。20202020年年，，上汽上汽

通用五菱不仅包揽了民族通用五菱不仅包揽了民族

品牌保值率前两名品牌保值率前两名，，还以还以

160160 万辆的成绩成为了销万辆的成绩成为了销

量第一的民族品牌量第一的民族品牌，，充分充分

反映了市场和用户对上汽反映了市场和用户对上汽

通用五菱的肯定通用五菱的肯定。。

（宗何）

近期近期，，一组五菱皮卡一组五菱皮卡

图火爆全网图火爆全网，，引发网友热引发网友热

议议。。““人民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五菱五菱

就造什么就造什么””，，五菱真的推出五菱真的推出

皮卡了皮卡了。。日前日前，，五菱品牌五菱品牌

正式公布了正式公布了20212021年首款新年首款新

车的名字车的名字———五菱征途—五菱征途。。

““这是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这是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

的新年寄语的新年寄语‘‘征途漫漫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惟有奋斗’’的积极响应的积极响应。。””

相关负责人说相关负责人说。。五菱征途五菱征途

是针对当下年轻奋斗者在是针对当下年轻奋斗者在

新行业新行业、、新场景下的多元新场景下的多元

用车需求而打造的一款兼用车需求而打造的一款兼

顾生活和创业需求的青春顾生活和创业需求的青春

型皮卡型皮卡，，有望开创中国皮有望开创中国皮

卡新品类卡新品类。。

11 月月 2121 日日，，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五菱公布了五菱征途的外五菱公布了五菱征途的外

观观。。新车造型硬朗新车造型硬朗、、帅帅

气气，，散发着青春活力散发着青春活力，，不不

仅展现了产品的年轻气仅展现了产品的年轻气

质质，，也体现了五菱汽车对也体现了五菱汽车对

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

五菱首款皮卡命名为征途

本报通讯员 丁瑾

11 月月 1111 日日，，上海汇众上海汇众

召开企业文化大会召开企业文化大会，，会上会上

传达了上汽集团干部大会传达了上汽集团干部大会

精神精神，，发布了新的企业文发布了新的企业文

化理念化理念、、升级了核心价值升级了核心价值

观观，，并发布了领导力准并发布了领导力准

则则，，旨在进一步匹配企业旨在进一步匹配企业

文化与企业发展战略文化与企业发展战略。。

公司总经理阳春启公司总经理阳春启、、

党委书记朱敏分别做主题党委书记朱敏分别做主题

讲话讲话，，为企业为企业““十四五十四五””

发展指明方向发展指明方向，，要求汇众要求汇众

人把握机遇人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迎接挑战，，

励精图治励精图治、、创新求变创新求变，，以以

实际行动推动企业转型发实际行动推动企业转型发

展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100周年周年。。

上海汇众更新企业文化理念

近期近期，，中国机械工业中国机械工业

质量管理协会第八届会员质量管理协会第八届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对获会议对获

得得20202020年度机械工业质量年度机械工业质量

奖等奖项的组织和个人进奖等奖项的组织和个人进

行了表彰和奖励行了表彰和奖励。。其中其中，，

华域视觉首次荣获华域视觉首次荣获““机械机械

工业质量奖工业质量奖””。。

据悉据悉，，““机械工业质量机械工业质量

奖奖””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经国务院批准设立，，

是对国内实施卓越绩效管是对国内实施卓越绩效管

理理，，并在质量并在质量、、经济和社经济和社

会效益等方面取得显著成会效益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绩的机械行业企业授予的绩的机械行业企业授予的

质量方面的最高荣誉质量方面的最高荣誉。。

此次获奖是对华域视此次获奖是对华域视

觉卓越绩效模式的肯定觉卓越绩效模式的肯定。。

华域视觉将以此为契机华域视觉将以此为契机，，

持续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模持续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模

式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

整体绩效水平整体绩效水平，，为顾客创为顾客创

造新的价值造新的价值。。 （宗何)

华域视觉首次荣获

国内机械工业质量最高奖

产业化落地

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绿色出行赋能

争取跨越式发展

加快“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