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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万辆级氢能重卡应用产业链项目再进一步

上汽红岩鄂尔多斯基地天隆工厂投产

本报记者 林安东

11月月1414日日，，上汽红岩鄂上汽红岩鄂

尔多斯基地天隆工厂投产暨尔多斯基地天隆工厂投产暨

首批车辆下线仪式举行首批车辆下线仪式举行。。这这

标志着上汽红岩加快建设鄂标志着上汽红岩加快建设鄂

尔多斯新能源重卡基地又上尔多斯新能源重卡基地又上

新台阶新台阶，，同时也代表上汽在同时也代表上汽在

建成全球首个万辆级氢能重建成全球首个万辆级氢能重

卡产业链项目上又迈出重要卡产业链项目上又迈出重要

一步一步。。

上汽集团商用车事业部上汽集团商用车事业部

副总经理杨汉琳表示副总经理杨汉琳表示：：““鄂鄂

尔多斯基地天隆工厂的投产尔多斯基地天隆工厂的投产

将与上汽红岩重庆制造基地将与上汽红岩重庆制造基地

形成合力形成合力，，更好地满足新能更好地满足新能

源重卡市场的需求源重卡市场的需求。。同时同时，，

项目投产后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加快将进一步加快

鄂尔多斯建成全国最大的绿鄂尔多斯建成全国最大的绿

氢生产输出基地和燃料电池氢生产输出基地和燃料电池

重卡应用基地重卡应用基地，，共同推动北共同推动北

疆氢能产业健康发展疆氢能产业健康发展，，在新在新

能源汽车赛道上跑出高质量能源汽车赛道上跑出高质量

发展的加速度发展的加速度。。””

““作为和鄂尔多斯市签作为和鄂尔多斯市签

订新能源重卡投资协议的企订新能源重卡投资协议的企

业之一业之一，，上汽是第一个落地上汽是第一个落地

的的。。””据上汽红岩内蒙古分据上汽红岩内蒙古分

公司负责人何宗军表示公司负责人何宗军表示，，各各

部门的齐心协力部门的齐心协力，，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鄂尔多斯新能源重卡基地天鄂尔多斯新能源重卡基地天

隆工厂从开始动工到完成工隆工厂从开始动工到完成工

厂改造厂改造，，生产设备安装生产设备安装、、调调

试并达到整车生产条件试并达到整车生产条件，，只只

用了用了11个多月的时间个多月的时间。。

据了解据了解，，在内蒙古在内蒙古，，冬冬

季的气候十分寒冷季的气候十分寒冷，，最低达最低达

零下零下 2020 多摄氏度多摄氏度，，而上汽而上汽

天隆工厂在改造前是作为库天隆工厂在改造前是作为库

房使用的房使用的。。““我们在去年我们在去年 99

月份的时候来测量了一下月份的时候来测量了一下，，

室内温度严重偏低室内温度严重偏低，，只有只有

22℃℃，，我们的要求最低也要我们的要求最低也要

达到达到 1010℃℃以上以上。。除了暖气除了暖气

系统系统，，工厂的消防工厂的消防、、供电负供电负

荷等多个方面都无法满足整荷等多个方面都无法满足整

车生产的要求车生产的要求，，工作量还是工作量还是

不小的不小的。。””上汽红岩汽车智上汽红岩汽车智

慧工厂项目组设施经理谢中慧工厂项目组设施经理谢中

祥表示祥表示。。

去年去年88月底月底，，上汽红岩上汽红岩

内蒙古分公司在实地考察了内蒙古分公司在实地考察了

鄂尔多斯多家厂房的情况鄂尔多斯多家厂房的情况

后后，，最终选择了位于天隆工最终选择了位于天隆工

业园区的一家厂房来进行工业园区的一家厂房来进行工

厂改造厂改造，，作为未来两年的过作为未来两年的过

渡工厂渡工厂。。

地址选定之后地址选定之后，，上汽红上汽红

岩相关部门都行动了起来岩相关部门都行动了起来。。

““现在很多物料的准备周期现在很多物料的准备周期

比较长比较长，，尤其是像芯片之类尤其是像芯片之类

的的，，所以我们想在采购工厂所以我们想在采购工厂

所需设备的流程上所需设备的流程上，，节约一节约一

些时间些时间。。原先原先，，我们需要通我们需要通

过一周一次的采购委员会过一周一次的采购委员会，，

然后才能和相关的供应商进然后才能和相关的供应商进

行商务谈判以及签订合同行商务谈判以及签订合同。。

而这次而这次，，我们是直接把需求我们是直接把需求

给了采购部门给了采购部门，，再配合采购再配合采购

部门直接向相关的领导汇部门直接向相关的领导汇

报报。。我们要提前接触到供应我们要提前接触到供应

商商，，让供应商提前把物料准让供应商提前把物料准

备起来备起来。。””上汽红岩相关负上汽红岩相关负

责人表示责人表示，，““另外另外，，从起草从起草

协议的一开始协议的一开始，，法务部就参法务部就参

与进来了与进来了。。在以往在以往，，我们都我们都

是会在和合作方商讨完后才是会在和合作方商讨完后才

会让法务部去评审会让法务部去评审、、走流走流

程程。。而这次法务部的全程参而这次法务部的全程参

与与，，让我们在协议签订的流让我们在协议签订的流

程上节省出了一周的时间程上节省出了一周的时间。。””

““现在行业中很多企业现在行业中很多企业

都瞄准了这条都瞄准了这条‘‘新赛道新赛道’’，，

脚步都很快脚步都很快，，这次工厂改建这次工厂改建

作为上汽集团鄂尔多斯新能作为上汽集团鄂尔多斯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项目的配套内源汽车产业链项目的配套内

容之一容之一，，必须又快又好必须又快又好。。””

负责人说负责人说。。据悉据悉，，改建完成改建完成

后的上汽红岩鄂尔多斯新能后的上汽红岩鄂尔多斯新能

源重卡基地天隆工厂建筑面源重卡基地天隆工厂建筑面

积达积达1000010000平方米平方米，，采用国采用国

内先进新能源重卡智能制造内先进新能源重卡智能制造

设备设备，，建设成为集整车装建设成为集整车装

配配、、检测检测、、发运于一体的新发运于一体的新

能源重卡生产基地能源重卡生产基地，，该基地该基地

具备年产具备年产 30003000 辆新能源整辆新能源整

车的生产能力车的生产能力。。

““内蒙古的光电内蒙古的光电、、风电风电

资源充足资源充足，，同时还可以提供同时还可以提供

较低成本的氢气较低成本的氢气，，具备良好具备良好

的氢能源产业经济效益前的氢能源产业经济效益前

景景。。其次其次，，在国家目前推行在国家目前推行

的的‘‘双碳双碳’’战略的引领下战略的引领下，，

鄂尔多斯市和整个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和整个内蒙古的

政策都在推进新能源重卡的政策都在推进新能源重卡的

发展发展，，具备良好的政治环具备良好的政治环

境境。。此外此外，，内蒙古及周边的内蒙古及周边的

晋晋、、陕陕、、宁等地区有着丰富宁等地区有着丰富

的煤炭矿产资源的煤炭矿产资源，，以及较发以及较发

达的化工业达的化工业，，对重卡的需求对重卡的需求

量较大量较大，，具备良好的重卡应具备良好的重卡应

用场景用场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我们要在鄂尔多斯建立工我们要在鄂尔多斯建立工

厂厂。。””何宗军说何宗军说。。

日前日前，，多辆搭载捷氢科多辆搭载捷氢科

技燃料电池系统的上汽红岩技燃料电池系统的上汽红岩

重卡已经交付鄂尔多斯市的重卡已经交付鄂尔多斯市的

用户用户，，并正式上路运营并正式上路运营。。

““一到冬天一到冬天，，这车的优势就这车的优势就

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了。。鄂尔多斯那么鄂尔多斯那么

冷冷，，这些重卡都能正常启这些重卡都能正常启

动动，，很厉害很厉害。。””一名物流师一名物流师

傅对上汽红岩燃料电池重卡傅对上汽红岩燃料电池重卡

这 样 评 价这 样 评 价 。。 据 了 解据 了 解 ，，

PROME PPROME P33XX 燃料电池系燃料电池系

统是上汽集团旗下统是上汽集团旗下““科创小科创小

巨人巨人””之一的捷氢科技推出之一的捷氢科技推出

的产品的产品，，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具有很强的环境适

应性应性，，即使在即使在--3030℃℃的温度的温度

环境环境，，无需外加热无需外加热，，3030 秒秒

内就能启动内就能启动。。

近年来近年来，，上汽红岩的纯上汽红岩的纯

电动电动、、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

重卡发展已经取得了不俗的重卡发展已经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成绩。。目前目前，，上汽红岩已推上汽红岩已推

出出 44XX22、、66XX44、、88XX44 三种驱三种驱

动形式的氢能重卡动形式的氢能重卡，，全面覆全面覆

盖专用车盖专用车、、牵引车牵引车、、工程车工程车

等细分领域等细分领域，，能够满足用户能够满足用户

在城市环卫在城市环卫、、城市物流城市物流、、煤煤

炭运输等不同场景的使用需炭运输等不同场景的使用需

求求。。据上汽红岩总经理楼建据上汽红岩总经理楼建

平介绍平介绍，，目前上汽红岩已经目前上汽红岩已经

完整掌握了电驱完整掌握了电驱、、电控电控、、电电

池系统开发技术池系统开发技术，，并与上海并与上海

捷氢科技捷氢科技、、联创电子联创电子、、宁德宁德

时代时代、、银隆新能源等多家新银隆新能源等多家新

能源企业形成了战略合作能源企业形成了战略合作。。

““根据上汽集团与鄂尔根据上汽集团与鄂尔

多斯市签署的投资协议多斯市签署的投资协议，，未未

来上汽红岩鄂尔多斯基地将来上汽红岩鄂尔多斯基地将

以新能源重卡制造为主以新能源重卡制造为主，，凭凭

借搭载捷氢科技等关键核心借搭载捷氢科技等关键核心

零 部 件 的 优 势零 部 件 的 优 势 ，， 力 争 在力 争 在

20232023 年上半年实现一期项年上半年实现一期项

目完全建成投产目完全建成投产，，20242024 年年

年底完成二期项目并投产年底完成二期项目并投产，，

实现年产实现年产33万辆重卡和万辆重卡和50005000

台燃料电池系统的产能台燃料电池系统的产能，，同同

时力争在时力争在20242024年年底实现年年底实现33

万辆新能源重卡的销量目万辆新能源重卡的销量目

标标。。””相关负责人说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我国高度重视

燃料电池汽车及氢能产业发燃料电池汽车及氢能产业发

展展，，将氢能纳入国家将氢能纳入国家““十四十四

五五””规划和规划和 20352035 年远景目年远景目

标纲要标纲要。。目前目前，，我国已经在我国已经在

交通领域交通领域，，特别是在重型特别是在重型

车车、、商用车的场景中商用车的场景中，，在多在多

个城市群进行了示范应用个城市群进行了示范应用。。

日前日前，，在刚刚结束的国在刚刚结束的国

家第二批燃料电池示范应用家第二批燃料电池示范应用

城市群评审中城市群评审中，，河北省张家河北省张家

口市牵头的河北城市群和河口市牵头的河北城市群和河

南省郑州市牵头的河南城市南省郑州市牵头的河南城市

群成功获得批准群成功获得批准。。此前此前，，京京

沪粤三大示范城市群皆已启沪粤三大示范城市群皆已启

动动，，加上河南与河北两个城加上河南与河北两个城

市群市群，，国内国内““33++22””燃料电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格局已经形成池汽车示范格局已经形成。。

““这样示范的形式也会这样示范的形式也会

给我们提供更大的商业场给我们提供更大的商业场

景景。。到到 20252025 年左右年左右，，整个整个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

群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保守群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保守

估计会在估计会在33万到万到44万辆万辆。。乐乐

观一点观一点，，这个数字将会达到这个数字将会达到

1010万辆万辆。。””捷氢科技副总经捷氢科技副总经

理侯中军表示理侯中军表示。。

眼下眼下，，““碳达峰碳达峰、、碳中碳中

和和””的目标无疑将持续并深的目标无疑将持续并深

度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行度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行

业业。。燃料电池汽车作为达成燃料电池汽车作为达成

““双碳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之目标的重要手段之

一一，，上汽早在十多年前就开上汽早在十多年前就开

始布局始布局。。

2010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年上海世博会期

间间，，上汽实现包括上汽实现包括174174辆燃辆燃

料电池汽车在内的料电池汽车在内的 10001000 辆辆

新能源汽车长达半年时间的新能源汽车长达半年时间的

示范运营示范运营，，良好良好、、稳定的安稳定的安

全运行纪录创下全球之最全运行纪录创下全球之最。。

以国内首款进入以国内首款进入《《产品公告产品公告

目录目录》》 的燃料电池轿车和的燃料电池轿车和

MPVMPV———荣威—荣威950950燃料电池燃料电池

轿 车 和 上 汽 大 通轿 车 和 上 汽 大 通 MAXUSMAXUS

EUNIQEUNIQ 77燃料电池燃料电池MPVMPV为为

代表代表，，多年来多年来，，上汽相继推上汽相继推

出燃料电池轿车出燃料电池轿车、、MPVMPV、、

轻客轻客、、大客车大客车、、轻卡轻卡、、重卡重卡

等多款乘用车和商用车产等多款乘用车和商用车产

品品，，在全国在全国 1313 个城市实现个城市实现

商业化运营商业化运营，，成为全球唯一成为全球唯一

一家实现多品种燃料电池车一家实现多品种燃料电池车

商业化落地的企业商业化落地的企业。。

如今如今，，随着上汽红岩鄂随着上汽红岩鄂

尔多斯基地天隆工厂正式投尔多斯基地天隆工厂正式投

产产，，上汽在燃料电池商业化上汽在燃料电池商业化

的道路上再迈出坚实一步的道路上再迈出坚实一步。。

伴随着众多政策的扶持伴随着众多政策的扶持，，上上

汽燃料电池汽车将乘势而汽燃料电池汽车将乘势而

起起，，在未来打开新的成长空在未来打开新的成长空

间间。。

部门协同，

抢占行业先机

2024年年底，

年销3万辆

政策推动，

上汽乘势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