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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长春一汽·大众一厂

PA3 涂装车间按计划如期复工了，这个

车间主要生产的就是奥迪 A4L 车型。

ABB 通过提供 70 台喷涂机器人及 21

台打胶机器人，共计 91 台机器人设备，

打造出了这条自动化的高质量产线，其

中喷涂自动化率达到了 100%，无需人

工操作。

涂装车间中的所有工艺质量指标均

达到国际最先进水平。其中四门两盖装

饰性胶的应用为国际首例，是国内首次

完全使用机器人进行装饰性涂胶项目。

ABB 自主集成机器人七轴轨道自动润滑

系统，可自主判断运行定量，加注润滑

油，降低人工劳动强度，确保设备稳定

运行；配置的 PushOut 功能使换色时

间缩短 25%。

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广汽集团整

车企业在广州的生产线已于 2 月 17 日

陆续恢复生产。

为保障安全生产，公司工会给生产

线上的员工发放了工业 N95 口罩，其

他员工则使用普通医用外科口罩，确保

每天每人一个，同时也会给周末做预留。

广汽新能源已实施单班制逐步恢复

生产。复工复产期间，继续按照公司要

求开展人员监控和车间消毒等事项管

理；各车间盘点车间内的主要物资库存

需求，并点检测试所有生产设备，确认

满足复产要求；针对能源供应、环保处

置、消防安全等领域进行了复产需求状

态点检，确保均可满足复产需求。

虽然车企能够借助柔性办公的方式

加快复工速度，可由于不同地方政府对

疫情管控力度不同，上游供应链企业能

否同步复工将成为阻碍新能源车企追赶

生产进度的首要因素。

同样于 2 月 10 日复工的还有造车

新势力第一梯队中的蔚来汽车。蔚来上

海总部已根据上海市政府规定于 2 月

10 日正式复工，并优先安排在家办公。

区域及用户服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保持

值班，响应用户需求。

内部管理方面，蔚来临时成立了新

冠肺炎预防专项工作小组，负责通知员

工疫情期间注意事项、了解员工及家人

健康信息，准备办公区域卫生清洁及防

护用品等。

在营销方面，蔚来做了一些创新性

的调整，比如通过直播等社交平台保持

与用户的线上沟通。得益于蔚来的线上

长春一汽·大众复工生

产

疫情期间 广汽汽车供

应链或成瓶颈

车企紧急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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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链路布局，用户的选配和购车都可

以通过 App 方便地进行。

作为一个有互联网背景的创业公

司，蔚来本身拥有的互联网基因是优势，

在应对这次疫情时能够非常迅速地转入

线上。

工厂生产方面，合肥江淮蔚来先进

制造基地同样根据上海市、安徽省、江

苏省和其他地方政府的要求，于 2 月

10 日开始陆续复工。

通过紧密的用户社区，蔚来服务体

系中一些固有优势会得到更多体现。譬

如在有家充桩的条件下，使用蔚来的一

键加电、一键维保服务，能够最大化地

减少与他人的接触。

相较于上海的车企，浙江省的复工

时间稍有推迟。聚焦专用车、而非乘用

车生产的湖州宏威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于 2 月 17 日正式复工。

宏威内部人士透露，虽然各部门均

已开工，可实际到岗的人员大约只有一

半，湖北籍连同其他重点疫区人员暂时

不能返工。

小熊电器 2 月 24 日发布业绩快报

显示，2019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26.92

亿元，同比增长 31.9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 亿元，同比增

长 40.08%。增长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一是实施多品类发展战略，不断开发新

产品；二是不断开拓并完善销售渠道。

格力电器 2 月底，拟注册发行债

务融资工具，包括超短期融资券、短期

融资券、中期票据。其中拟注册超短期

融资券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

（含），短期融资券的规模不超过人民

币 30 亿元（含），中期票据规模不超

过 50 亿元（含）。

美的集团 2 月 26 日称，拟向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 ( 含 200 亿元 )

的债务融资工具。超短期融资券单次发

行期限最长不超过 270 天，中期票据单

次发行期限最长不超过 5 年。

TCL 在 2 月 27 日举办了 2020 春

季新品线上发布会，发布了大屏音画专

家的电视、智慧柔风科技的空调、极速

制冷机器的冰箱、分类洗护专家的洗衣

机、家庭安全科技的智能锁五大品类的

全场景矩阵新品。此外还正式发布了“智

慧科技”的价值主张。

据路透社报道，受韩国新冠疫情影

响，三星和 LG Innotek 都被迫关闭韩

国的工厂，这些工厂位于龟尾，靠近大

邱。LG Innotek 工厂主要为 iPhone 供

应摄像头模块，该工厂将于周一关闭并

进行消毒，是否重新开放还有待观察。

海尔印度 2 月 22 日在海得拉巴国

际会展中心 (HICC) 成功举办新品交互

活动，仅一天时间发布了 83 款新品。

为满足物联网时代下用户对智慧互联家

电的需求，其中大部分产品都可以提供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2020 年 1 月 TCL 海外市场销量平

均同比增长 15% 以上，有些地区销量

同比增长 30% 甚至超过 40%。以印度

市场为例，今年 1 月份 TCL 彩电和去

年同期相比走势强劲，同比增长 3 倍以

格力电器拟注册发行债

务融资 180 亿元

小熊电器 2019 年净利

润同增四成

TCL 海外市场销量 1

月同比增长 15％

LG 三星工厂因疫情影

响面临关停

美的拟申请发行不超过

200 亿债务融资工具

TCL 发布全品类智慧

科技产品

海尔印度推 83 款智慧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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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一表现远远超过了印度彩电行业

平均增长速度。

华为董事长梁华周四表示，华为已

选定在法国建立其在欧洲的首个 5G 制

造工厂。第一阶段华为将为该工厂投资

2 亿欧元（约合 2.17 亿美元），可创造

约 500 个就业机会。该工厂将供应整个

欧洲市场，而不仅仅是法国市场。

近日，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多措

并举推动企业分期分批复工复产。截至

2 月 28 日，广州市约 98.7% 的规模以

上制造业企业已复工，其中产值前 100

名的企业已全部复工。

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广州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建立了复工复产服务专班机

制，目前已收集到涉及防疫物资需求、

产业链修复、物流运输、员工短缺等 9

个方面近 300 项诉求，正积极协调相关

部门解决相关诉求。

同时，该局印发实施《支持中小微

企业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健康发展

的十五条措施》和《广州市工信领域企

业复工复产的工作指引》等文件，提出

加大中小微企业融资力度、缓缴社会保

险费、减免企业税费等 15 条具体措施，

统筹安排 5 亿元财政资金，对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保障中小微企业运转工作

中的金融机构和各类企业给予奖励等。

2 月 21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

排除清单，将在 2020 年 2 月 28 日至

2021 年 2 月 27 日（一年）内不再加征

我为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其

中清单一商品已加征的关税予以退还，

清单二商品已加征的关税不予退还。

清单一中商品共 55 种，其中与激

光行业相关的商品包括：用激光处理各

种材料的加工机床、激光器、激光器以

及作为本章或第十六类的机器、设备、

仪器或器具部件的望远镜用的零件及附

件（武器用望远镜瞄准器具或潜望镜式

望远镜用零件及附件除外）。此类商品

对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予以退还，相关进

口企业应自排除清单公布之日起 6 个月

内按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

清单二中商品共 10 种，其中与激

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一

税则号列 商品名称

84561100 用激光处理各种材料的加工机床

90121000 显微镜（光学显微镜除外）及衍射设备

90129000 显微镜（光学显微镜除外）及衍射设备的零件、附件

90132000 激光器

90139010
激光器以及作为本章或第十六类的机器、设备、仪器或器具部件的望远镜用的
零件及附件（武器用望远镜瞄准器具或潜望镜式望远镜用零件及附件除外）

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二

税则号列 商品名称

90273000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90273000 近红外光谱仪

90273000 台式与手持拉曼光谱仪

华为将在法国建欧洲首

个 5G 制造工厂

广州规模上制造业企业

复工率近 99%

加征关税排除清单发布！

激光器、激光加工机床

等退还已加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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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行业相关的商品包括：傅里叶红外光

谱仪、近红外光谱仪、台式与手持拉曼

光谱仪，此类商品已加征关税不予退还。

3 月 2 日，企管界传奇人物、127

年历史企业通用电气（GE）前主席兼

CEO 韦尔奇（Jack Welch）逝世，享

年 84 岁。

Welch 于 1960 年加入通用电气，

1972 年成为集团副总裁，45 岁当任主

席兼总裁，在掌舵通用电气的 20 年中，

将一个低沉的工业集团，变身成为朝气

勃勃的综合企业，并以金融业务挂帅，

风头一时无两，更令公司市值由 120 亿

美元增长到 4100 亿美元（，升幅达 33

倍，一度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大

的上市公司，因此 Welch 被外界视为

CEO 典范，以及管理之神。

Welch 自创活力曲线（vitality 

curve），将企业高层分为三类。排名

前 20％的 A 组——充满激情，致力于

使事情成真，至关重要的 70％ B 组，

对公司至关重要，并鼓励他们晋升为 A

组。至于最低的 10％ C 组。Welch 在

他 2001 年的书中 (Straight From the 

Gut) 坦言，这类人通常必须走，索性直

言他们不适合这份工作，让他们另谋高

就，因此 Welch 更被称为中子弹杰克

（Neutron Jack）。

数年后，他出任私募股权公司

Clayton，Dubilier ＆ Rice 的高级顾问，

近年常写以管理公司为题的畅销书，并

以自己作封面，其中最有名是 rank and 

yank 管理招数，即将员工表现排名，

每年裁走数个百分比表现最差的员工。

他在 2013 年时曾撰写文章，形容这种

管理方式为 differentiation，指这对于

建立有质素团队至关重要，令每一个员

工知道自己位处那儿，有效提高透明度。

通用电气前舵手韦尔奇

逝世 享年 84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