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青山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兵
装集团所属国有大型
工业企业，是我国最
大的专业变速器生产
企业之一，也是我国
首个实现具有完全自
主 知 识 产 权 MT、
AMT 变速器产业化
生产的企业。被国家
五部委认定为“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获
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CNAS认
证。DF515产品荣获
2016年度“龙蟠杯”中
国十佳变速器称号、
2018年度国家汽车行
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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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传统制
造企业，为了增强竞
争力，保持较高比例
的新产品研发投入是
必须的，创新之路才
走得下去。

而纵观 30 多年
的创新之路，最应该
倚重的，是人！是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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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工业：咬定“研发”不放松
本报记者 付爱农 仇峥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
汽车变速器领域，青山工业
一做就是 30 多年。为了技
术不受制于人，多年来，青山
工业每年拿出销售总收入的
5%甚至 10%投入研发，长期
将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
例维持在 20%，终于让自己
的产品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如同国内外众多成功的
科技型企业一样，传统制造
企业青山工业保持着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用超强的眼
光布局未来，用自我革新的
勇气向前追赶：当它已经做
到国内微车变速器“龙头”位
置、本可以“歇口气”时，却开
始主动着手研发国内第一台
自主知识产权AMT变速器；
当AMT实现量产、已为企业

“下一个十年”挣到“饭票”
时，它又勇敢地挺进新的技
术平台，开始DCT变速器的
研发……

每一次“求变”，青山人
自 己 也 会 经 历 阵 痛 ——
AMT 研发了两年，DCT 更
是长达七年。企业在主动求
变时面临的压力和风险可想
而知，但如果不主动出击，

“青山造”可能早已被市场淘
汰。

如今，作为中国最大的
专业变速器生产企业之一，
在大数据智能化的浪潮席卷
全球时，青山工业也在审时
度势，顺势而为，根据自身的
行业实际，让传统制造企业
插上大数据智能化的翅膀。

坚守与求变，是企业发
展过程中永恒的话题。时代
在变，需求在变，只有不断创
新，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没有
一项技术能让企业永远躺在

“安乐窝”中，青山工业的故
事深刻地提醒着我们：创新，
没有完成时。

变化中坚守
坚守中求变

□付爱农 仇峥

当年的“一号工程”被
称为“冒险之旅”

“‘996’其实不算啥。十几年前的那
些日子，我们就提出了‘715’。而每天的
实际状态，基本按‘612’‘601’在执行。”
10月8日，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青山工业）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龚
为伦说。

龚为伦说到的这一串数字，不是专
业术语，更不是密码，而指工作状态——

“996”指的是2019年初流传甚广的
互联网企业员工普遍工作状态，即上午9
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715”指青
山工业12人团队在海外学习期间的作
息时间——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
小时；而“612”“601”则指青山工业团队
每天的实际状态——早晨6点起来，上
午9点至下午5点学习国外公司安排的
课程，晚上自主设计并进行国外公司设
计项目评审，往往要工作到深夜12点或
凌晨1点。

更厉害的是，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
“确实如此。出国的时候，小伙子姑

娘们一个个精神得很，半年后回来，胖子
变成了瘦子，头发有这么长……”青山工
业传动系统研究院副院长刘拴起在自己
肩头的位置，用手比了一下，“乍一看，厂
里同事差点认不出他们了。”

“因为大家一门心思扑在任务上，没
在意头发的长短。”龚为伦、刘拴起向重
庆日报记者回忆起了15年前那段青春
燃烧的岁月。两位冷静的中年“技术男”
黑瘦的脸上，隐隐有一种光彩在闪动。

青山工业当年的这一行动，被业界
称为“冒险之旅”。这个12人团队，平均
年龄不到30岁。比如时任青山工业技
术中心副主任的龚为伦，当时才32岁，
已担纲团队技术牵头人，而整个团队成
员多半是刚从大学毕业三五年的“小毛
头”。

但就是这支平均年龄不到“而立之
年”的团队，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研发、
设计、制造出两款轿车变速器。

“煮熟的鸭子”为什么
飞到了青山？

“在当时的团队中，有两位女同志，
一位叫董其慧，一位叫胡敏，其中胡敏的
小孩才一两岁。因为工作需要，她起码
半年没时间照看家里。至今一说起这事

儿，还要红眼眶……”刘拴起说起队友，
声音不由得低沉了下来。

“其实，当时公司派出团队远赴英
国，只是希望一边学习，一边能独立设计
出一款变速器，并没有向团队下‘死命
令’，也没要求立‘军令状’。”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拼命呢？
“一是因为我们年轻，熬得住。更主

要的是青山上上下下都憋着一口气吧。”
刘拴起说。

原来，当时与青山工业长期合作的
大客户的产品要转型升级，准备上马
1.6L排量以上轿车，上市初期搭载国外
一家知名变速器企业产品，其采购成本
非常高。这家国外企业一直以为这张单
子会稳稳攥在自己手上，压根儿没想过
青山工业这支年轻团队能整出什么名堂
来。“煮熟的鸭子”飞不走！

大客户的需求和青山工业自身发展
的需要，都希望公司能尽早实现国产变
速器切换。

最终的结果，达到甚至超出了所有
人的预想：“青山造”轿车变速器开发团
队迅速完成了学习、消化、自主研发、出
样品、出产品等一系列动作，2006年，其
自主开发设计的轿车变速器批量上市。

以此为基础，青山工业先后完成了
国内首款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AMT（自
动挡变速器）、DCT（双离合变速器）系列
产品的研发。

国内其他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也感到
十分高兴，长期被国外产品垄断的状况
终于被打破，他们有了质优价廉的另一
个选择。

每年拿出总收入的
5%搞研发，值得吗？

我国汽车工业起步比国外晚了100
多年。被人“卡脖子”的经历很痛苦。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作为汽车工业
的几大核心技术——车身、发动机、底盘
和变速器，最晚摆脱“卡脖子”的，竟然是
变速器。

“汽车工业涉及的技术很复杂、很
难，我们业界公认：变速器技术是最难
的！”刘拴起说。

1965年1月建厂的青山工业，到20
世纪90年代后期成长为我国最大的专
业变速器生产企业之一、全球最大的微
型汽车变速器生产企业之一。但其实，
一直到1983年，青山工业才与日本铃木
公司采取“技贸合作”的方式，开始生产
微型汽车变速器。青山工业当时的想

法，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一两千人的吃饭
问题。次年，他们仅生产出3台变速器。

而到1996年，青山工业的微车变速
器产量突破10万台大关。

至此，靠“技贸合作”起家的青山工
业，“吃饭”是没有太大问题了。但是技
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这种滋味，不好受。

而且，青山工业当时主要生产微型
汽车变速器，产品结构太单一。含金量
更高的轿车变速器，以及技术含量更高
的自动挡变速器，青山工业不能造。

于是，青山工业喊出了“砸锅卖铁搞
研发”的口号，并迅速成为全厂上上下下
共同的呼声。“几年时间，青山砸下的研
发资金就以数亿元计。”刘拴起说。

2000年起，青山工业相继与吉林工
业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工学院（现重庆
理工大学）及长安汽车等高校企业展开
系列合作，进行“比较性质的研发”——
哪种技术更好、性价比更高，就选哪种。

每年，青山工业拿出销售总收入的
5%甚至10%投入研发。回报当然是可
喜的——“青山造”微型车变速器的国内
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60%以上，在整个
汽车变速器市场的占有率超过10%。

“这么多年来一直到现在，研发投入
强度大体上没有变过。”刘拴起说，也正
因为如此，新产品对青山整个销售收入
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55%以上。

为何要保持高比例的
研发队伍？

从“技贸合作”到联合开发，再到自
主研发，纵观青山工业30多年的创新之
路，“一路上，我们最倚重的，是人！是人
才！”在青山工业传动系统研究院，刘拴
起指着那一排排埋头工作的研发人员
说。

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张张朝气蓬
勃的面孔。

“2004年，青山工业整个技术中心
只有30多人，部分还承担的是特品开发
任务。目前，传动系统研究院一共有
530多人，纯研发人员就有350多人。”刘
拴起介绍，“这还不包括分布在各分厂、
各生产车间的100多名技术管理、技术
维护人员。整个人才结构中，年轻人比
较多，‘老中青’梯队结构比较合理。”

值得一提的是，数十年来，青山工业
的员工总数一直在1800人左右，这样算
下来，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达到
20%以上。

作为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龚为伦

非常看重这个比例——“青山工业本来
是一家生产型企业，但现在，还要在前面
加个‘研发型’，即青山工业已经转型升
级为一家研发型生产企业。唯有这样，
青山工业才能保持核心竞争力，创新之
路才走得下去。”

大数据智能化时代，
必须为未来做好准备

穿上浅蓝色工作服、戴上浅蓝色工
作帽，站在热合机上将鞋子“封装”进塑
料鞋套，再进入被称为风淋区的“隧道”，
浑身上下被特殊装置吹风约一分钟，才
能进入青山工业DCT项目的生产车间。

“这是不是不太像机械制造行业的
车间？就跟药厂似的。”刘拴起笑着说。

事实上，青山工业的DCT生产线现
场已经达到了10万级净化车间水平，通
俗理解就是等同于制药厂标准——在恒
温恒压恒噪的洁净环境生产出来的DCT
变速器，能最大程度确保其运行精度。

“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在这
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更是青山一以
贯之的追求。”刘拴起说，“因为未来的竞
争，只能用‘严酷’来形容。时代变化太
快了，我们必须为未来做好准备。”

数据显示，2018年下半年起，中国
汽车销量出现负增长；2018年全年，我
国汽车产销量同比下降4.2%和2.8%。

面对这种变化，作为汽车产业链上
的重要一环，青山工业不得不提前布局
未来。“DCT就是青山对未来押上的重要
筹码。”刘拴起坦言。

大数据智能化浪潮滚滚而来，席卷
了所有行业。新能源车及汽车智能化，
成了整个汽车行业的未来。对此，青山
工业正在加紧布局——

在一个实验室，一批纯电动汽车变
速器正在等待测试。“我们目前正在加大
对新能源汽车变速器的研发投入。”

在一个物流车间，一批变速器正井
然有序地等待扫码“归档”。每个变速
器，起码有上百个零部件。“由此获得的
大数据，以及那些实验室、生产车间产生
的大数据，沉淀、积累、分析后，将产生巨
大的价值。”

“对于大数据智能化，青山根据自身
的行业实际，有自己的理解：比如，与引
进机器人等‘硬’设备相比，我们更看重
的是把大数据用好。”刘拴起说，“未来的
青山，不会只是一家纯粹的变速器厂，而
是要做大数据智能化时代的汽车动力系
统集成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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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最大的专业变速器生产企业之一，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将研发和生产重心放在新产品上。10月中旬，其DCT（双离合变速
器）项目投入了更紧张的生产。

该项目被青山工业视为“对未来押上的重要筹码”，即青山工业现在
的“重点工程”。

而此前，青山工业还有个“一号工程”。那是在2004年，为实现轿车变
速器自主开发，青山工业组建了一个12人团队（8人赴国外学习设计，4人
负责国内试验技术），与国外一家专业变速器设计开发公司牵手合作。

青山工业此次行动，是国内汽车领域的一次自主创新之旅，至今为全
体青山人以及整个汽车业界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