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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我很愿意分享

恒佳成立于2005年，主要生产高档钣金件、电器柜和高档数控钣金设备。公司自2008年开始致力于研究制造数控折弯机、

数控剪板机、折弯机器人等板材加工设备，设备的研发生产尚处于发展和成熟阶段。公司拥有一批朝气蓬勃的团队，再加上

公司管理团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非常重视研发和核心技术的打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不断提高。

据了解，为了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恒佳依靠钣金件多年的生产经验，利用产学研结合以及众多的优质工程师的共同

开发，于 2008 年成功开发了 HB1031 型数控折弯机并销往南美市场。恒佳的“经济型智能钣金折弯系统”在 2010 年获得

国家创新基金，短短几年时间，公司申请成功几十项国家专利。公司设有独立的研发中心，并且先后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扬州大学、常州大学等高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研发关系，在国内率先将机械手和控制软件技术溶入折弯工艺。

最近，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佳自动化”）得到了多路资本的青睐，不仅仅扬州市给予了政策奖励，

国内外上市资本均前来考察。资本的青睐在自动化领域绝非罕见的事，但恒佳自动化是一家针对钣金行业的自动化装备提供

商。“行业小，非标”，恒佳自动化创始人潘殿生说，恒佳自动化在业内小有名气，目前是主机厂自动化设备的主要配套企

业，例如百超、天田、亚威、爱克、领创、瑞铁等。MFC 记者专程拜访了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殿生先生，

听听他的自述。

文 | 李建，刘明星，王思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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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蓝海

恒佳的特色，是

替代人力，制作出企

业 专 属 的 自 动 化 方

案，并非流水线上的

产品，而是“匠人精

神”贯穿的产品。

匠人是对以传统

手工技艺谋生者的称

呼。说起匠人，很多

人脑海里浮现出的应

该是这样一幅图像：

一 名 白 发 苍 苍 的 老

者，在大山里，守护

着濒临失传的技艺。

其实不然，“匠人”，简单来说就是有着一门工艺、并

且把这个工艺做到极致的人。

我自从事工作以来，一直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秉承“匠

人精神”，打造自动化领域的标杆企业。

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消费升级的需求，是自动化发展的“东

风”。“未来供给一端，大规模的工业自动化生产将渐渐取

代人工。”这个趋势，使得我 2005 年启动了“恒佳自动化”

计划。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钣金人，一辈子从事这个行业，之

前在国内知名的冲床厂，后来创建了恒佳自动化。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我就觉得国内的钣金装备水平和

国外有很大的差距。那时候我刚开始接触国外的钣金装备，

每次参加展览会就觉得，“咦，人家的水平比我们高。”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到 90 年代后期感触颇深，“咦，我们

刚刚造出来的东西，人家又上了一个台阶。”

到了 2000 年左右，我就会发现国外的主机还在进步，

但是因为急速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

或者就是没那么快了。这一时期，主机厂对自动化追求越来

越旺盛，从 1998 年开始，我发现汉诺威展览上呈现了强烈

的自动化趋势，回来我还专门写了一个报告，对比我们和国

外的差距：

第一，就是我们

主机的发展有一些差

距；

第二，更重要的

差距是我们在自动化

这 一 方 面 差 距 比 较

大。

通 过 理 智 的 分

析，我发现原来这几

年，国外这些主机厂

已在进行钣金自动化

的研发和激光切割机

的研发。我们在 90

年代后期发现，剪板机的销量下滑，那我们就找原因，那实

际呢就是激光切割机代替了剪板机很大的一个市场。

激光切割机用于下料的话，会有两个好处：第一，它不

需要后续加工；第二，它的料大概会省百分之十左右。我们

算了一下，大概两千万产值左右标准的钣金工厂，当然很特

殊的咱们不谈，他假如是用激光切割机进行下料，它省出来

的成本基本已经扯平了剪板机与激光切割机的差价，还不算

后续加工省的成本，光省料的话就省了很多。

所以，通过这个我认为激光自动化以后肯定有很大的发

展。激光真正的大发展是从 2005 年以后。2000 年左右，

国外推出 CO2 激光切割机，当时大家都处于观望的状态，

CO2 激光切割机实际是有入门门槛的，门槛较高，现在你

可以发现，光纤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门槛。另外一点光纤的

制造成本很低，光纤是是固态的，无需专门的冷水机，只需

要一个空调就可以。CO2 激光切割机使用成本比较高，记

得我们当时卖到西北地区的 CO2 激光切割机，客户每个月

要去省会城市采购气体，成本大大增加。光纤他就没这个问

题，只要通电他就可以解决。所以 2005 年之后，光纤激光

切割机就赢来了大发展。

通过几次的对比，我们发现我们和国外的自动化水平差

距非常大，我们国内企业做自动化，包括一些主机厂，他们

做自动化产品是为了卖他们的新设备。假如他们的用户对这

些新设备购买的兴趣不是很浓的话，他们可能就对做自动化

的方案没什么兴趣了，因为他们主要做主机。

恒佳自动化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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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落地 激活技术

2005 年，我就想干脆跳出主机行业，专业做自动化。

我做自动化，公司最早起名叫扬州恒佳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佳机械”），“恒”乃“持之以恒”，“佳”即

“精益求精”。注册恒佳机械实际上是为了做自动化，随着

企业的发展，电控柜和自动化分不开，又成立了一家扬州恒

佳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佳电气”），目前，恒佳机

械主要进行钣金件的 OEM 生产，恒佳电气生产组装电器柜，

恒佳自动化主要做企业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我用“匠人经纪人”形容恒佳自动化和客户的关系。

恒佳在各行业的钣金自动化都有技术负责人，专职研究

工艺和自动化。还有项目组负责人，来进行项目的开发、生

产、交货、售后。

当一个项目出现时，首先进行项目的判断，很小的自动

化产品销售经理就可以单独完成，购买两台以上自动化设备

或者立体料库的，那么就需要成立项目组，项目组的技术人

员和销售人员去客户那里调研需求，回来后组织人员方案设

计，督促生产，纳入生产计划。如果能够顺利交货，整个项

目组都可以按比例提成。

这种机制的设置，解决了以前技术人员出去跟客户交流，

设计好了产品以后就没他的事了，就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项目

的总体方案负责了。一旦某一个技术人员成为这个项目组的

组长，那么他跟客户接触的时候，他很了解客户。由他组织

设计的产品，他很了解，在生产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他要

负责解决，生产进度他也要负责督促，直至交付客户验收，

使用的全过程，都有一个明确的责任人——项目组长。

我精力非常有限，当时一度想裁撤恒佳机械，但是回头

一想，还得做。我们的团队对钣金加工设备最熟悉，但是给

钣金加工企业做解决方案，光有设备经验还不够，还必须熟

悉工艺。光有设备还不行，你必须对工艺很了解，比如我要

做电梯的轿厢门，我的产量达到多少，我把图纸给你，你给

我选设备，那你对工艺不了解是不行的，必须掌握工艺，而

且要牢牢掌握并熟练，恒佳机械正好给了我们一个试验场，

我们自己的钣金工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建议。

在这一切夯实了基础之后，恒佳自动化赢来了爆发式的

成长。

恒佳自动化以市场化的方式发展自动化，传承实体经济，

这是让情怀落地的最佳方式。成立恒佳之后，我多次在公开

场合强调自己的观点来呼吁企业家做实事，做实体经济，回

报国家和社会。

我们每个项目一旦成立之后，都会绘制成甘特图，什么

时间图纸设计好，什么时间焊接完，什么时间交货，项目组

长要严格地控制进度，哪个部门出现偏差的他必须要立即采

取措施进行纠偏。这个以前好像就没人问，除非我问了以后，

因为每个部门负责人，自己负责自己这一段，但自己负责的

这一段一旦和其他部门产生交接的时候，例如生产部门加工

的时候发现问题了他也解决不了，他就放下来了，技术部门

觉得我的图已经下去了，但是生产部门觉得图有问题，但是

和谁说呢？那就停下来了，那现在就是项目组长总体的来抓

恒佳自动化码垛的工件

恒佳折弯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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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佳的定位就是“两个做好”，一是做好客户的服务，

二是做好和主机厂的配套，与主机厂共同开发这个市场。这

个至少从目前来说是对的，每个主机厂都接受的，因为假如

我又做主机又做自动化的话，人家都会很抗拒你这个东西。

为了避免主机厂之间的冲突，我们采取了备案制。例如，

我从事工作三十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我有以下几条总结：

一、做事情必须专注一个事情，坚定一个信念，

提炼一种精神，凝聚一股力量，完成一个使命。

2017 年，我们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在给企业家演讲

中说道：“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就是 20 世纪 80 ～ 90 年

代的一些企业专注于做某一件事的企业现在还在，就是行业

内前二十名，前十名，但是到房地产这一块呢也在，但是在

不断地调整，今天是张家明天是李家。”

实际上做企业一定要静得下心长期地专注，做企业面临

四点总结

共同发展

这个事情了，就保证这个东西了，我们觉得这个实行起来效

果要比以前好很多。”

我现在从和客户开始接触的时候，这个项目组组长是定

的，就以他来负责这个项目，但是组员不确定，因为还不知

道你要什么东西呢，然后一旦我们和用户的协议签订好以后，

我们就会成立一个项目组，然后专门成立一个微信群，每天

要汇报工作，项目组长要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项目产品的

研发，然后到其他部门的时候项目组长要负责监督，交

付给客户使用的时候他也要到现场去，

因为做什么是他自己

谈的。

以前就是我们销

售 部 门 谈 一 个， 然

后技术部门谈一个，

没 有 一 个 总 牵 头

的，那可能用户也

是， 谈 合 同 的 和 接

收设备的是两个人，

或者两个部门的人，

他可能一些事情说不 清， 我 们 也

两帮人，A 对 A 谈的，B 对 B 交货，那完了，目前我这个

A 一路到底，你说你不认可这个事情不行：

第一，当时我跟你们的人谈的不是和你谈的，他知道这

个事情，因为他知道的很清楚；

第二，我们协议上就是这么签的，你不能说我三个月以

后交货了，你必须给我改，我怎么改？没办法改啊！

我们现在交货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谈的人和交货的

人不是一帮人，可能订合同的设备部门觉得这样是很合理的，

他有他的想法，但是接受设备的时候是生产部门，他会提出

另外一套想法，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流程来做这个工作，现在

看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A 主机厂和 Y 主机厂同时找我们做同一客户的方案，那我们

就打开我们的记录，谁先跟我们联系的，那我们就帮谁做，

另外一个客户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和谁已经进行合作

了，这些东西我们都有档案可查的，这是我们之间信任。

我认为做企业，尤其是销售，最重要的是信任，你对我

的信任，你觉得我的产品能达到你的要求，你这是对我企业

产品的信任，还有一点对我人的信任，我不会骗你，那生意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们刚刚开始给 A 公司做配套

时，A 公 司 就 很 犹 豫，

他们认为，因为

他们到我

这里备案

告 诉 他 的

潜在客户，

我再告诉其

他人就麻烦

了，我说我绝对不可能为了

一两单这样做，因为你们都对我不信任了，那主机厂

对我就完了。我告诉 A 公司，我们规定，一旦贵司的销售

经理打电话给我们说在宁波有一个客户，要协助做方案，我

们会在半个小时之内回复你，这个客户是否已经备过案，如

果备过案，我们就会把备注给他们看。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措施，我们解决了主机厂的后顾之忧，

现在主机厂和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因为信任已经形成，他们

会提前告诉我们哪些客户是意向客户，他们有哪些自动化的

需求，哪些目标意识比较强，他会告诉我们，我们会登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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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诱惑很多，但是一定要能抵抗住这个诱惑，就像扬力

集团，2000 年前后，那时候时候房地产很火，做空调也很火，

好多人给扬力集团谈，因为当时扬力集团有十几个亿，当时

也可以了，然后就是要做一些房地产的项目，做一些空调的

项目，但是林国富董事长还是静下心来做自己的老本行，我

们做钣金这一块事实上也是锻压行业下的衍生行业，所以他

很专注，目前扬力集团已经是国内最大的冲压设备制造厂之

一。

二、中国的钣金加工设备产业，掌握核心技术很

关键。

目前中国有上百家做激光切割机的，美国的 IPG 是激

光器核心技术的掌握着，不论我们这些厂家如何卖，都是为

了给 IPG 打工。

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可能每一个产品都会有他的局限性，就看你的目标产品

是什么了。就和我们做那个龙门式的折弯机器人差不多，是

有的客户他可能就需要六关节机器人，有的客户他就需要我

们这种龙门式的折弯机器人，这两个产品呢，可能各有各的

特点吧。

可能用户他有一些偏好，例如像有一个客户，和我们关

系很好，买了我们的激光上下料装置，然后他也想买激光机

器人，这个老板信任到什么程度呢？对比了我们的折弯机器

人和关节机器人的效率，做那个产品我们效率高了不少，但

那个老板还很纠结，他就觉得呢他还是想买那个关节机器人，

那也没办法，那就只好不买我们呗。

所以每个产品都和激光切割机、数控转塔冲一样，都会

有一块市场是重合的，但是也会有独到的一块市场。

四、企业要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温家宝总理说的很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我觉

得的很有道理，你假如说光脚踏实地的话你这个目光不远，

你包括你企业架构还是企业思路拉不开，人无远虑，必有近

忧，你以后发展的时候问题会有很多，当你有一个很长远的

目标，顺着这个走，当然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你发现一走顺

了，步步赢了。这就和打斯诺克一样，你说我只要这个球进

了，下个球我不管它进不进，你会越打越难打，但如果你有

一个总的思路，这个球打完了之后，我的球到了什么地方，

考虑好走位怎么走，走位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光看到这个长

远的目标，还要脚踏实地，这两者缺一不可。

有时候也和他们说这个问题，有的人只脚踏实地做得始

终很辛苦，当企业需要这一类资源的时候再找这个资源是来

不及的，例如我们的新产品研发、我们市场的研发，那至少

好多年以前就有这个考虑，有一些思考有一些资源要投入，

否则到时候你说我现在就要这个东西那麻烦了，所以一定要

有长远的眼光。

但是你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个长远眼光里面，那也不

行，你必须要脚踏实地做一些东西。我当时给一些朋友也说，

我们可能都有很大的目标，但是我们要从实际开始做起，每

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这个要实现，

首先你得生一个小孩啊，然后再慢慢地培养，从幼儿园慢慢

地培养起来，你说我准备上清华北大的，现在就按照清华北

大的标准来做，那肯定不行啊，也不现实啊。

体现到企业经营上来说，销售部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盯

人，有了目标信息，那我就派人上去谈，签合同，交货，然

后就是维护。但是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那你必须通过市

场部来做这个东西，第一是宣传，第二是行业开发，第三是

区域开发，你必须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现在很多企业的问题类似于 90 年代，许多公司把市场

部和销售部分开，但是分的不彻底，职能没得到充分划分。

比如最近销售订单特别多，那就全部忙销售的事情，市场没

人忙，市场开发也没人做，然后等到这个销售订单淡下来的

时候再做市场开发，那就来不及了。

恒佳现在就是两条船，你做你的市场开发，我做我的销

售，那就是一个很平稳的情况，并且销售上他做的时候是集

中精力的，他也必须集中精力，你说他要考虑多长远，没必

要。但你市场部可能眼光就要更远一点，今年开发了什么行

业，已经有哪几个行业了，我明年开发什么行业，我明年开

发什么区域，但是你必须和你的市场相契合起来，这就是市

场部的工作，你必须尽力去给我分析，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

他的客户群体是哪里，观众群体是哪里，例如展会为什么今

年展出这个产品，明年展出那个产品，为什么这边需要的面

积特别大，那边需要很小的面积就可以了，需要一些数据的

支撑，也不是我们拍脑袋就能决定的事情，我觉得国外一些

大公司在这一方面做的特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