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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威智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入选工

信部《2019 年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11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发布《2019 年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

单》，共有 137 个项目入选，亚威股份

申报的“面向金属成形机床行业的工业

机理模型和微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试点

示范”入选“重点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试点示范”方向。

亚威股份立足机床行业及其上下游

产业，聚焦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产业

链协同制造、设备预测性维护、云端服

务等产业需求，依托亚威智云工业互联

网平台，以平台赋能产业升级，整合设

备制造商、云平台服务商、软件供应商、

个人开发者等资源，打造服务于机床行

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

态，为用户提供“硬 + 软 + 云 + 集成 +

咨询”的一体化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服务，

助力行业加速智造转型升级，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通过近年来快速发展，亚威智云工

业互联网平台得到各方的肯定和行业客

户的认可、欢迎。10 月份，获评工信部

“2019 年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

范项目”，亚威股份也荣获江苏省“2019

年首批省工业互联网发展示范企业（五

星级上云企业）”。

投入 170 亿、年产能 30 万辆！

上汽大众新能源工厂落成

11 月 8 日，上汽大众新能源汽车

工厂落成，这是大众汽车集团全球首个

专为 MEB 平台车型生产而全新建造的

工厂。新工厂位于上海安亭，总建筑面

积约 61 万平方米，总投入约 170 亿元，

规划年产能 30 万辆，计划于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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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正式投产，这也是目前国内生产规

模最大、效率最高的纯电动汽车工厂。

大族激光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正

式启动

2019 年 11 月 18 日，大族激光智

能装备集团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在第五

厂车间正式拉开帷幕。该项目旨在通过

信息化手段促进生产标准化、网络化、

智能化，打造快速响应、高效低本、生

产透明、科学管理的数字化工厂，昭示

着大族激光在 5G+ 网络时代再次引领

制造行业快速发展！

数字化工厂是以 MES 为核心的信

息化生产指挥平台，通过生产信息数字

化、生产进度实时化、相关系统集成化、

质量档案电子化、生产无纸化等建立智

能化生产常态链，实现生产车间信息化

集成，促进生产运营科学决策，加强生

产全流程管控，为广大用户提供最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丰田与铃木在印度成立合资公司 

开展汽车拆解回收业务

据了解，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Corp.）与铃木汽车公司（Suzuki 

Motor Corp.）将合作在印度成立一家

汽车拆解回收公司。目前，丰田和铃

木正在印度扩大联盟关系。新成立的

合资公司名为 Maruti Suzuki Toyotsu 

India Pvt. Ltd（MSTI），铃木子公司

马鲁蒂铃木公司（Maruti Suzuki India 

Ltd）和丰田子公司丰田通商（Toyota 

Tsusho India Ltd）各拥有一半股份。

该合资公司将成为印度诺伊达（Noida）

地区首个汽车拆解公司，每月可拆解

2000 辆汽车。随后，印度其他地区也

会开设类似的公司。

现代将投资 15.5 亿美元 建首座

印度尼西亚工厂

现代汽车 11 月 26 日表示，该公司

已经与印度尼西亚签署了初步协议，将

在该国建立一座新工厂，这将是现代位

于东南亚的第一座工厂，现代将与主导

印尼市场的日本车企展开竞争。

现代汽车表示，在 2030 年之前，

该公司将对印尼汽车制造工厂投资 15.5

亿美元，用于产品开发和运营费用。

该工厂将坐落于雅加达东部的勿加泗

（Bekasi）市，预计将于 2021 年末投产，

初期年产能为 15 万辆，现代计划将其

年产能在后期提升至 25 万辆。现代计

划在这座工厂生产 SUV 和 MPV 车型，

与此同时，该集团还正在考虑在此生产

针对东南亚市场定制的电动汽车。

苏静出任宏山激光董事总经理

2019 年是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

限公司的“营销年”。公司品牌营销与

发展战略全面升级。为接轨互联网时代

的创新思维，引领金属成型与激光智能

智造行业发展，原牛蛙网创始人、CEO

苏静先生出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多年来，苏静先生在互联网品牌营

销、创意策划、团队管理、组织建设等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操盘多个经典

案例。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智慧风采成

为中国互联网与品牌营销的名家。

八年前，宏山激光与苏静先生初次

结缘。公司组织高管到牛蛙网学习互联

网运营与营销思维，掌握并实施全网营

销，切换了激光行业市场竞争的新赛道，

对公司获得超常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

进作用。八年后的今天，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宏山激光激流勇进，始终专注

苏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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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智能装备解决方案，获得了海内外

用户的广泛认可。但这对于立志成为全

球金属成形装备领域受人尊敬的企业，

以振兴民族品牌为己任的宏山激光来

说，仍然任重而道远。无论是从设备研

发、技术升级、运营管理、市场监控还

是全面营销，这都需要强有力的人才团

队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2019 年初，公司再次与苏静老师

达成战略合作，聘任为公司营销与战略

顾问。在一年合作过程中，通过不断磨

合与深入交流，公司与苏静老师一拍即

合，达成了深入合作的默契与发展战略

的定向。苏静老师以其独特的互联网思

维，为宏山激光的发展出谋划策，在宏

山激光的各方面工作上给予战略性的指

导，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全球战略

布局正式开启

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 ( 以下

简称“吉利商用车”)&CURO 集团 &

韩国浦项国际集团 ( 以下简称“浦项国

际”) 宣布，三方将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推动吉利商用车海外市场布局。其中

CURO 集团主要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

而浦项国际则将成为吉利商用车在韩战

略代理商，承接吉利商用车部分车型海

外销售业务。

根据合作协议，三方在吉利商用车

现有车型基础上共同进行适应性开发，

满足当地市场相关政策需求，包括韩国

市场电动车补贴政策、进口关税、细分

市场等，三方共同承担开发费用。三方

均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企业，通过此次合

作，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定能实现最大

程度的共赢。

该项目为吉利商用车远程品牌首个

全球战略项目，三方高层均高度重视。

对吉利商用车来说，远程品牌首个全球

战略项目落地韩国也响应了国家号召，

符合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中韩两

国经济交流。在中韩自贸区的战略背景

下，吉利商用车与 CURO 集团、浦项

国际的合作一定会产生更大的价值。基

于吉利商用车的全产品线布局以及海外

规划，三方有望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未

来吉利商用车也将对韩国投放更多满足

当地市场需求的新能源车型。此外，基

于 CURO 集团以及浦项国际的全球化

布局，吉利商用车将以韩国为起点，面

向全球范围销售更安全、更环保、更节

能、更智能的新能源商用车，将“致力

绿色未来”的企业使命贯彻到底。

广汽新能源 11 月销售 6263 辆

同比增长 108%

广汽新能源公布了 11 月销量成

绩单，11 月月销 6263 辆，同比增

长 108%，1 ～ 11 月累计销量达到

33632 辆。

其中，AionS(埃安S)销售5538台，

首次月销破五千，环比增长 31%，上市

7 个月累计销量 24033 辆；AionS 于

2019 年 4 月底上市，上市三个月即以

月销 3406 辆的成绩挺进纯电轿车市场

前二。

丰田与电装官宣：合资的车载半

导体企业明年 4 月成立

由丰田和电装共同投资成立的车载

半导体合资企业 MIRISE 对外宣布，公

司将于 2020 年 4 月正式成立。

据悉，MIRISE 将致力于三个技术

开发领域，包括电力电子领域、传感器

领域以及 SoC( 片上系统 )。为了在市

场中快速实现开发工作，MIRISE 将与

大学、研究机构、初创企业和半导体相

关公司进行合作。

MIRISE 提出了 2030 年的企业愿

景，即实现拥有优越技术环境、兼具安

全性与舒适性的出行社会，由 MIRISE

提供的半导体电子产品在其中起到核心

支撑的作用。

此外，MIRISE 还提出了 2024 年

的中期经营方针，从整车和零部件的角

度出发，将结合丰田在车辆技术方面的

专业知识和电装在汽车零部件方面的专

业知识，加快电动车与自动驾驶汽车的

技术创新，并推动下一代车载半导体的

快速发展。

扬力集团成功举办2019年“116

工程”创新成果发布暨客户联谊

会

11 月 29 日，由扬力集团举办的第

十届“116 工程”创新成果发布暨客户

联谊会在古城扬州盛大开幕！本届活动

以“传承匠心 、智造未来”为主题，集

中展示了数十条自动化生产线和面向细

分行业的整体解决方案，以及部分精品

单机以及核心功能部件，来自国内外的

500 余名客户嘉宾共同聚焦本次盛会！

与会嘉宾参观了扬力集团生产车

间，聆听了扬力新的产品解决方案。扬

力集团林雅杰总裁在会上说到：“作为

传统机床制造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时，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精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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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周期内不变的因素。在机床制造中，

不变的是机械原理和基础科学，不变的

是匠人匠心对品质的追求，不变的是从

方案到产品再到服务的快速响应能力，

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利用不断涌现的新的

控制技术、工业互联、人工智能、大数

据给传统装备插上新的翅膀，让设备更

加柔性、高效的进行输出，为客户提供

最具性价比的“成形 + 自动化 + 信息化”

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法格塞达在美国 FABTECH 展

宣布成立芝加哥售后服务中心

作为专业设计制造剪切成形生产设

备的制造商，法格塞达在美国芝加哥

Fabtech2019 展会上宣布成立芝加哥

售后服务中心。虽然尚未披露具体选址，

但已充分体现了法格塞达对美国市场的

投入和重视。法格塞达在展会期间展示

了应用于汽车领域和钢铝板材加工领域

的最重要项目。

全新的售后服务中心计划将于

2020 年底投入运营。新项目的厂房建

筑配有吊运行车，办公室将作为商务和

服务功能的补充，和位于伊利诺伊州

Willowbrook 的法格塞达美国总部协调

工作。该项目旨在提升本地售后服务和

设备维修能力，增强法格塞达与产品用

户的紧密联系，以满足美国市场蓬勃发

展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