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年前，当时还是湖南大学副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的胡朝辉到柳州高新区参与创办广

西艾盛创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艾

盛）时，没想到日后这家企业能成长得这么快。

“我们专注于汽车铝合金零部件研发与制

造、汽车设计开发、整车柔性化制造。宝骏新

能源汽车 E300 的电池包全铝壳体就是我们生

产的。”如今已是广西艾盛首席科学家的胡朝

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成立不到 10年，广西艾盛已发展成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客户包括上汽

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通

用五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等车企。

广西柳州市柳江东岸，企业与柳州高新区

同向而行、同步成长。10 年前，柳州高新区吹

响了创建创新型特色园区的冲锋号；而今，一

座充满活力的产业化新城——广西柳州汽车

城在这里崛起。

从宝骏系列 SUV、MPV 车型到新能源车

E100、E200，再到宏光 miniEV“马卡龙”，一辆

辆备受市场青睐的车型在这里制造完成，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和

底气。

打造现代化汽车生产基地

汽车，是柳州这座美丽工业城市的闪亮名

片之一。

柳州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现

代化汽车生产基地。2010 年，经国务院批准，

已经与柳东新区合并的柳州高新区由省级高

新区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政府也作出了建设广西柳州汽车城的重大

决策。此后柳州高新区以汽车为主导产业的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被列为国家 43 个重点发

展产业集群之一。

“那时这里还是一片黄土地！”2013 年，当

胡朝辉和湖南大学产学研团队一起刚到柳州

高新区创业的时候，周边的各类配套设施还

未完善。

“但是，柳州市和柳州高新区对企业给予

了大力支持，坚定了我们在这片‘蓝海’创业的

决心和信心。”胡朝辉说。

柳州高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左阳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当时汽车城建设已初见雏

形，但整个汽车产业链尚处于构建初期。

2019 年，柳州汽车城建设迎来高光时刻。

左阳说，这一年，柳州高新区（柳东新区）规上

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不包含阳和工业新

区），汽车城发展抒写新篇章。全年汽车产量

达 51.7 万辆，上汽通用五菱宝骏新能源车型

E100、E200上市热卖。

以创新驱动汽车产业发展

创新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多年来，柳

州高新区加速集聚各类创新创业资源，科技投

入、创新强度、创业氛围明显提升。围绕汽车制

造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柳州高新区目前已建成

各级各类双创载体 67个，其中包括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1家，国家级生产力促进中心1家。

“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根本路径，柳州汽车

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左阳表示，2021

年，柳州高新区（柳东新区）实现汽车整车产量

63.56万辆，完成汽车工业总产值 701.2亿元。

在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东风柳汽乘用

车及商用车基地、一汽解放柳州基地、广西汽

车集团新能源整车基地四大整车基地的带动

下，一大批汽车零部件企业在柳州高新区生根

发芽，形成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汽车产业加速

“驶”入发展快车道。

左阳表示，柳州高新区（柳东新区）与广西

艾盛共建柳东国际合作技术中心，向企业提供

整车、零部件研发制造和技术攻关解决方案。

目前，多数龙头企业成立了企业研发中心或工

程技术中心，并逐渐形成自主创新体系，企业

产品已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柳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刘

度量表示，依托汽车工业发展基础，柳州高新

区将着手提升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州汽车有

限公司、广西汽车集团、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

司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拓展上下游产业

链，构建汽车整车及关键零部件创新型产业集

群，力争在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

柳江东岸，一个整车先进制造基地正崛起。

柳州汽车城：开足马力驶入发展快车道

广西是一幅秀丽雄奇的大画卷、是

一座历史文化的大宝库、是展现新时代

宏大场景的大舞台。十年奋斗，十年辉

煌。广西把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关

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在祖国

南疆谱写了浓墨重彩的壮美华章。

以创新，向未来。广西正加快制造

业企业转型升级，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源，向构建全方

位开放发展新格局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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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看变迁

从一名科研新手，到承担广西科技重大

专项，在过去 10 年时间里，陈悦在艰苦的研

发工作中不断成长。

“时代虽然在变，但是初心不能变，我们

仍然要保持奋斗的激情。”7 月 19 日，广西玉

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柴）船电

VCX 系列柴油机整机设计技术总师陈悦对

科技日报记者说。

2013 年，陈悦从武汉理工大学轮机工程

专业博士毕业后，加入到玉柴从事高速大功

率柴油机设计开发工作。

玉柴是一家 1951 年建厂的老牌柴油机

制造商，也是行业龙头企业。“在攻读硕士、博

士学位阶段，我的研究方向一直集中在柴油

机结构设计、性能优化和排放控制上，玉柴是

一个开放、包容的企业，在产品、技术开发上

具有独特的活力。”陈悦说，在博士毕业前，他

就参与了几个玉柴的项目。

那时候，在玉柴育才园一栋四层的小楼

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年轻研发人

员。“办公室比较陈旧，但是各科室比较集

中，方便讨论问题，研发的氛围轻松愉快。”

陈悦说。

工作至今，陈悦一直从事高速大功率柴

油机设计开发工作，担任多个商品项目的产

品经理，参与过市场调研、项目立项、概念设

计、详细设计、零件采购、样机装配、性能开发

和机械开发等工作。

高速大功率低排放柴油机一直以来都是

我国海洋船舶工业和陆用发电工业的短板。

2015 年，广西整合有关科技计划，将广

西科技重大专项定位于聚焦重点产业关键产

品和重大产业化目标，把支撑支柱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2017 年，

陈悦担起重任，成为广西科技重大专项“高效

节能环保船电用柴油机研发”子课题负责人

和项目联系人。

在开发前期，由于项目指标要求较高，陈

悦和团队面临较大挑战。

“项目要求的系列指标高于国内大部分高速大功率柴油机相关指标。此外项

目要求开发出船舶废气脱硫脱硝排放设备的工程样机，以及智能化岸基数据管理

系统，并且要求在项目执行期内在示范船上完成上述设备验证。”陈悦说。

“由于造新船的周期较长，从船舶设计到下水至少需要 2—3年时间，但整个项

目执行时间才两年多，因此项目组决定在旧船上进行设备设计验证。”陈悦说。

经过多方努力，项目组最终在广西北海的一艘渔船上完成了设备验证和试运

行。那段时间，陈悦带领团队不断学习、探索、实践和积累，完成了该项目5个子课题

的所有研发任务，项目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等超出项目要求，并且顺利通过验收。

为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公路隧道用电提供支持，为武汉市火神山和雷神山医

院建设提供电力保障……从海上船舶到通信系统，从重大工程到应急抢险，该项目

研发的技术广泛应用于各领域。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在玉柴研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玉柴的船电动力凭

借着技术先进、节能环保、质量过硬以及超强功率储备等优势，打破国外垄断，走向

国际市场，为“中国制造”在国际船电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近 10年来，历经磨练，陈悦独立承担和组织重大项目的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并

且能够解决专业领域复杂的技术难题。

科技创新，非一日之功。“目前国产发动机水平和国际最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

作为一名发动机设计开发人员，我要继续努力奋斗，激发团队活力，提高产品研发

效率，打造国际一流发动机产品，为推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陈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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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悦在生产车间验证高速大功率发动机的装配工艺 曹万万摄

从过去需 600 多名工人合作的生产线，到

如今只需几人看场，即使关着灯，生产线照样

可以正常生产。

智能搬运机器人将物料送到上料区，3D

扫描检测设备扫描物料二维码，进行加工前防

错识别，机器人抓料上线……7月下旬，记者在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柴）

采访了解到，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生产线的智能

化改造，让制造模式实现再升级。

“实施智能制造工厂项目后，玉柴劳动生

产率提升 14.36%，能源利用率提高 6.6%，发动

机生产周期缩短 20%，每年创造的可计算直接

经济效益超过 2000万元。”日前，玉柴精益改善

总监王玉茂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机械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是新时期推动

经济转型发展、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

如今，广西机械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已初步建

成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成为广西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产业之一。

根据相关规划，广西将加快培育形成以汽

车、机械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的具有全国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万亿元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力

争使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处于全

国前列。

机械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广西工业发展史上，机械工业占据重要

地位。八桂大地这片热土曾诞生了亚洲第一

大的无内胎巨型工程机械轮胎和国内首台机

电一体化、高原型特种轮式装载机。

经过多年的发展，广西机械工业已形成了

较为完备的制造体系，拥有工程机械、内燃机、

电工电器、石化通用机械、农业机械等分支行

业，是广西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

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西柳工

集团有限公司考察，指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并强调

“高质量发展，创新很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

广西着力贯彻实施工业强桂战略，全面推进高

端装备制造业提质提档，产业规模稳步提升，

发展质量持续提高。

作为生产我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第一台

铰接式装载机的企业，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柳工）创造了机械制造行业的

诸多“第一”，为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川藏铁路翻山越岭，被专家誉为世界上建

设难度最大的工程。眼下，由柳工研发的电动

装载机，凭借过硬的技术性能，在高海拔低温

缺氧工况下，正在夜以继日地作业，向隧道深

处挺进。

这些年来，“天眼”、港珠澳大桥、川藏铁

路、白鹤滩水电站、中老铁路等国内外重大工

程，处处有柳工的身影。

“柳工一直走在中国大型工程机械研制的

前列。通过技术创新，柳工不断为国家重大工

程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光安说。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十三五”时期，广西

加快推动机械产业“二次创业”，南宁、柳州、玉

林、桂林等先进制造城发展提速；柳工、玉柴等

重点骨干企业实现智能制造转型，推动产品战

略升级；广西工程机械、内燃机产量分别占全

国的 17%、10%。

龙头企业走上国际舞台

中国设计、中国技术、中国材料、中国制

造、中国建造……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以科技、

智慧、绿色、节俭的鲜明特色，树立了“奥运新

标杆”。

在北京冬奥会上，共有 1855辆搭载玉柴国

六发动机的大中型客车“奔跑”在北京和张家

口，为冬奥裁判、运动员、组委会官员、工作人

员的交通出行提供运输服务。

“玉柴通过承担自治区新型节能环保国六

发动机开发、高效节能环保船电用柴油机开发

等研发项目，实现发动机产品性能跨越式提

升。这些发动机产品也成为了我国发动机赶

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标杆产品。”玉柴总工程师

林铁坚说。

创新赋能，广西机械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不断迸发新活力、创造新优势。

“十三五”期间，广西着力“抓创新、建平

台、促升级”，持续深入组织实施“三百两千”科

技创新工程。广西科技厅有关业务负责人表

示，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广西实施了大型工

程机械智能化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高效节能

环保船电用柴油机研发等一批创新驱动发展

专项重大项目，推动机械工业关键技术攻关和

重大新产品研发。

以创新为引领，广西机械装备制造龙头

企业迈向更高的国际舞台，与欧美企业同台

竞技。

不久前，柳工一批装载机、挖掘机交付克

罗地亚某矿山客户，标志着柳工大型设备进入

欧洲高端市场。

从最大吨位装载机 8128H 多次进入蒙古

国市场，到大型挖掘机交付英国、越南等国客

户，再到大吨位矿山设备不断创新，柳工不断

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打破设备价格垄断，在产

品全球化中彰显了“中国制造”的魄力。

科技创新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十三五”期间，柳工轮式装载机、柳工欧维姆

多股成品索式锚碇锚固系统总体研究成果达

国际领先水平，玉柴 14 款国六高端发动机、10

款非道路国四高端发动机等产品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

为国之重器注入广西力量

“被这些工程机械震撼到了。”来广西美斯

达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斯达）

参观的人无不惊讶于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由几位本地“80后”大学生创立的美斯达，

如今生产的移动破碎筛分设备在国内细分市

场的占有率已超 50%，产品进入欧美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领跑全球物料处理行业。

“创新成就产业。”美斯达副总裁黄珠芹

说，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美斯

达将深耕自身所在的细分领域，加大研发投

入，以全球视野拓宽创新之路，为广西打造国

际化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以及为国家产业安

全提供支撑。

壮大“产业树”，繁茂“产业林”。广西不仅

有柳工、玉柴等龙头企业，还大力培育机械工

业和装备制造专特精新企业，一批“小巨人”脱

颖而出。

“十三五”以来，广西以重点项目为引领，

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平台，建设了柳州市北部生

态新区机器人产业园、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

业园，引进了桂林高端制造及机加工产业园、

哈尔滨工大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北斗无人机

等一批重大项目，为广西机械装备产业发展增

添新动力。

将目光瞄准更远的将来，广西机械和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有了爬坡过坎的坚实底盘和勇

攀高峰的充足底气。

今年 3月，《广西机械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提出将机械和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成为推动广西转型升

级的强大动力和工业强桂的重要支柱。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广西机械和高端装

备制造规上企业总产值将达到 4150亿元，机械

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将发展成为全区重要的支

柱产业。

为国铸重器，创新向未来。广西科技厅有

关业务负责人表示，要立足广西机械装备产业

现实基础，强化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助力广西

机械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按下高质量发展“快

进键”，为国之重器注入广西力量。

在创新中奋勇争先，在创新中自立自强，

机械和高端装备制造业正成为广西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

转型升级+创新提质
广西机械装备制造业再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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