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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德感工业园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有效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公司入驻 4 年 产值增长 4 倍
本报记者 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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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至5月，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德感基地的月均产值达到8300万
元，比2014年同期增长了4倍。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该基地所在的江津
德感工业园获悉，近年来，园区充分发挥传统
军工企业的优势，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为突破
口，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有效激发了企业
发展活力，使其成为园区重要经济增长点。

曾经资金短缺 生存难以为继

建设工业德感基地，即原重庆长风机器有
限责任公司新厂区。长风公司是第一家落户
江津的“三线”企业，1965年从重庆长安机器制
造厂分离后迁至江津，至今已有53年。

长风公司旧址位于江津几江老城，老厂区
占地近400亩。其产品主要分两大块：一是军
品，年产值2亿元左右；二是民品，主要为长安、
柳微、东风小康等微车厂家生产机械转向系
统、液压转向系统等配件，年产值3000万元至
4000万元。

由于生产设备陈旧、产品定位较为低端，
加上企业管理制度较为僵化，长风公司不仅多
年不见产值增长，反而因利润率逐步下滑面临
资金短缺困境，造血功能严重不足，生存难以
为继。

2012年，江津区政府对长风公司实施“退
城入园”。2014年，长风公司位于德感工业园
的新厂区建成投用。该厂区占地面积400余
亩，拥有现代化的厂房设备。由于新工厂实现
了设施设备智能化以及生产过程自动化，长风
公司仅用了一半的面积就能满足自身生产需
要。

而早在长风公司启动新厂区建设的同时，
德感工业园就将其配套产业作为重点招商引
资方向，以帮助企业实现“搬大搬强”。2013
年，他们利用长风公司剩余的现代化厂房资
源，引进全球领先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制造商
美国耐世特公司。美国耐世特公司与长风公
司各出资50%，总投资3亿元，共同组建重庆耐
世特转向系统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汽车电动助
力转向系统。

2014年，长风公司与建设工业公司整体合

并，成立新的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这为合资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
资金保障。2016年10月，重庆耐世特公司在
建设工业德感基地正式投产。

引入外来资本 实现合作共赢

“引入外来资本，成立合资公司是建设工
业德感基地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建设工业集
团党群工作部部长蒋伟告诉记者，2014年，
德感基地的军品产值不到2亿元，民品产值
也就3000多万元。但到2017年，该基地产
值突破了8亿元大关。其中，除耐世特公司
的4.3亿元产值外，原有民品产值也实现了大
幅增长。

蒋伟认为，德感基地产值的大幅增长主要
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现代化厂房设备使生产
效率、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过
去，该基地生产的军品竞争力不强，主要局限

于国内市场，现已大量出口非洲、南美洲以及
中东等地区。二是耐世特公司精益管理办法
的引进，使企业管理水平、员工积极性得到大
幅提高。过去，长风公司产值只有2亿元时，员
工大约有1700人；去年，德感基地产值突破8
亿元，员工却只有过去的一半。

根据前5个月的产销情况，蒋伟预测，今年
德感基地的产值将达到10亿元，比2014年增
长4倍。

与建设工业集团的合作，也让耐世特受益
匪浅。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汽车通过转向系统
向驾驶员传递其性能与特性。转向管柱作为
转向系统的重要保安件，主要用于控制汽车行
进方向、传递扭矩、吸收汽车撞击时的能量，以
保护车上人员的安全，因此对其性能要求非常
高。

过去，国内外市场上所提供的转向管柱都
是采用钻孔、车铣的方式进行加工。重庆耐世
特成立后，建设工业德感基地充分发挥老牌军

工名企的技术优势，用枪管精锻技术来制作转
向管柱，从而大幅提高了产品性能。依托该技
术，重庆耐世特公司投产不到一年便成为奔
驰、宝马、奥迪等高档品牌汽车的配套商，去年
实现销售收入4.3亿元，预计今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7亿元。

加快“军转民”与“民参军”步伐

“老牌军工企业是创建德感工业园的坚实
基础！”江津区委常委、德感工业园党委书记李
祖明说，该园区作为江津“三线”建设的主战
场，除建设工业德感基地外，还有重庆齿轮箱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江增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重庆潍柴发动机有限公司、重庆三五三三服装
印染总厂有限公司、际华三五三九制鞋有限公
司等一批有着军工背景的企业，它们都建成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不仅为
江津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石，至今仍是

德感工业园的重要经济支撑。
为更好发挥军工背景企业对地方经济的

带动作用，近年来，德感工业园以进一步扩大
开放为突破口，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和资源整合
力度，认真落实市、区技术改造补贴等政策，努
力在重点产业链完善、重大项目建设上实现新
突破，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军转民”

“民参军”蹄疾而步稳。
在“军转民”方面，重庆三五三三服装印染

总厂有限公司于2015年与中国纺织工业学会
共同成立军民融合办公室，搭建高质量的军民
融合合作平台。目前，该公司不仅在国内行业
服装及面料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产品还远销
美国、俄罗斯、英国等10多个国家，民品产值现
已占到公司总产值的65%。

重庆江增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则与瑞士
ABB各出资50%，成立了重庆ABB江津涡轮
增压系统有限公司，致力于民品市场开发。去
年，重庆ABB江津涡轮增压系统有限公司实现
产值3.6亿元；江增重工的产值则增长至6.5亿
元，利润增长 36.7%，其中民品部分占到了
80%。

重庆潍柴发动机有限公司也在去年底与
江津区政府签约，正式启动老厂区搬迁项目，
计划投资20亿元实施智能化改造，建设数字化
新工厂。

在“民参军”方面，目前在该园区，专为重
齿公司提供军品配套的民营企业就有10余
家。德感工业园已形成了以重庆齿轮箱、重庆
潍柴、建设工业德感基地、江增重工等军工企
业为骨干，以焱炼重机、德马变频、重齿机械、
立道科技等一批民营军品配套高新技术企业
为基础的军民融合发展新格局。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德感工业园还在
去年签约引进了大连海大（重庆）科技园项目，
计划今年7月开工建设。该项目将重点打造智
能传感器大数据应用中心和服务平台、海工装
备中试技术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双创服务平
台、装备制造公共检测中心，并引入AR/VR技
术建设交通部船员资质培训及考试数字化平
台。力争在5年内，以海洋海事产业为核心引
进落地企业150家，培育上市企业（含新三板）
20家。

“玩潮”年中庆正式启动

世纪新都探索消费升级时代“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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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景点”带来营销启发

重庆旅游热不是偶然，其背后的意义不仅是
互联网时代人们热衷于追求新鲜事物、热点话
题，更代表着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越来越善于
用个性鲜明的方式去彰显生活的态度，用时尚个
性的眼光去发现生活之美。

因此，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当人们对生活
品质的向往不再局限于物质享受，对于时尚、潮
流的生活追求更在乎社交属性和精神表达时，

“网红景点”的现象也给予时尚零售业更多的启
发和思考。

“崇尚自由，随心所欲，通过不同的形式去展
现自己的生活态度，表达其所想宣告的意念或想
法，是现代大部分年轻人的特征。”世纪新都负责
人表示，作为时尚零售终端，有必要为年轻消费
者创造一个潮流文化氛围浓厚、个性十足的社交
场景，让更多的人聚集于此，宣扬个性，表达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

因此，对于“一次主题营销传递一种时尚文
化”的世纪新都，这次则将“涂鸦文化”引进到本

次年中庆营销策划活动中，为消费者们创造最潮
流、最个性的社交场景。该负责人表示，涂鸦是
一种潮流的生活态度，彰显着自由和天马行空、
创意和灵感无限，如今已成为年轻人最“潮”的玩
意儿之一，是一个城市年轻的标志。

据了解，“旅行与爱”也是本次“玩潮”年中庆
的亮点。旅行代表着对自由的渴望，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爱则代表着对人和事最真实的情感表
达。人们来到这里可以通过涂鸦文化去感受不
同的、有趣的旅行，也能参与其中，用爱去描绘最
新潮的生活方式，而这都是“潮生活”中最精彩的
元素。

此外，世纪新都还在各楼层设计了如埃菲尔
铁塔、伦敦桥、威尼斯水城、悉尼歌剧院等知名

“网红打卡地”的美陈场景，让顾客们能够感受到
世界各地不同的潮流文化。

强强联手打造潮流文化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玩潮”年中庆既是西方
时尚潮流文化与新时代消费需求的有机结合，更

是时尚百货与时尚潮牌的一次强强联手，诸多潮
流文化元素也成为活动中最大的看点。

人气最高的“打卡点”则是由世纪新都与潮
牌FUN共同打造的“POP-UP STORE”快闪
店，每天只存在10小时潮流快闪店——10小时
潮流书报亭，承载着潮流街拍、产品售卖、街头涂
鸦、潮流周边、自由休息的功能。此外，一年仅出
场10次的知名IP形象加菲猫也亮相世纪新都，
举办加菲猫人偶见面会。

除了一系列独有IP资源的纷纷落地，涂鸦
文化的精髓自然是创作。

据了解，世纪新都在商场内外设立了各类涂
鸦区，顾客们可尽情发挥想象，参与涂鸦互动环
节。例如车库涂鸦、手绘涂鸦环保袋、结合绘画
元素真人模特身上进行绘画、手绘香扇等。

众所周知，国际上不少知名时尚潮牌为了给
予品牌新的关注，会与异业业态共同设计联名产
品，从而制造新的卖点。作为一家百货卖场，世
纪新都似乎从中得到启发。

为了让活动“时尚味”更浓、关注度更高，世
纪新都首次展开跨界联名合作，与百事可乐联名
推出了“玩潮”年中庆定制限量罐、与重庆轨道交

通联名推出“玩潮”年中庆乘车卡，极大增强了
“玩潮”年中庆的“网红”特质。

今年年中庆，除“潮玩”之外，众多重磅优惠
也来助阵：指定化妆品满680元减100元，服饰
商品微信抢券最高达500元，流行服饰及家居童
用全场低至3折，顾客消费满额还可参加“旅行
随心抽奖”赢取高达3000元的旅行购物券……
家电、超市等均有形式多样的各种优惠。

“新消费趋势之下，善于发现社会关注的热
点，揣摩人们的内心需求，打造独具个性化、时尚
化的营销模式，才能更好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
和认同感。”该负责人认为，世纪新都不仅是一家
时尚百货，更是一个打造潮流生活方式、传播生
活美学的社交场所，帮助更多消费者在这个时尚
潮流的文化聚集中心逐步向高品质生活迈进。

各路时尚潮人“打卡”世纪新都“玩潮”年中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