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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陵陵民民企企造造刹刹车车片片装装上上宝宝马马车车
这家企业老总说，你做的东西大家都会，利润就薄了

本报记者 张亚楠

自主研发生产的刹车片装
上了法国标致、德国宝马、大众
等著名品牌的汽车上，产品出
口到了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收入
占到80%以上。这家公司叫金
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麒麟），是我国汽车刹车片行
业规模最大，出口量最多的外
向企业。金麒麟董事长孙忠义
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金麒麟
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11 . 22亿
元，出口创汇1 . 54亿美元，净
利润率14%，国内客户包括一
汽、重汽、吉利、长城等众多著
名品牌，很多产品都与车辆同
步研发。”

出口达到80%以上，净利
润能达到14%。经济下行期，一
家传统制造企业能交出这样的
成绩单，活得这么健康，金麒麟
符合经济下行期的那些好企业
的标准。那么，一个薄薄的刹车

片里，如何锻造出一个隐形冠
军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你做的东西大家都
能做出来，利润就很微薄了。”

金麒麟董事长孙忠义告诉记
者，要保证产品利润率，需要在
配方、工艺等方面走在市场前
列。

孙忠义说，为了保证产品
优势地位，金麒麟把每年销售
收入的3%以上投入到研发中，
2015年的研发投入3300多万，
在动车刹车片的研发上已经投
入了几千万。

同时，金麒麟与山东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建造
了国内摩擦材料行业里唯一的
省级重点实验室，设计了国内第
一个刹车专用路试场地。金麒麟
不仅购置了国际顶尖刹车片研
发设备提供商LINK的研发实验
设备，还与LINK合作，吸收对方
研发思路。在材料领域，金麒麟
和刹车片材料龙头企业美国杜
邦公司合作研制了使用防弹材
料制作的高端刹车片。

多年持续不断投入让金麒
麟拥有完备的研发和检测设
备。目前，金麒麟拥有21台进口
惯性台架试验机，其中6台带有
世界顶级环境模拟系统，可以
进行-40℃到85℃间的环境噪

音测试，可以测试的项目囊括
轿车、商用车、pickup、火车等
道路交通和轨道交通设施。

金麒麟拥有国家级技术中
心，并建有15600平方米刹车片
专用道路试验场，这个实验室
能够对各类制动摩擦材料制品
的制动性能、磨损、噪声、剪切、
热膨胀等进行试验检测，还能
对原材料进行理化分析。目前，
金麒麟已拥有100多个制动摩
擦材料配方，掌握高端陶瓷配
方刹车片的制动摩擦材料配方
和相关生产工艺，并应用于量
产产品。

目前，国内制动摩擦材料
行业发展迅速，但企业掌握核心
技术的并不多，很多企业选择委
托外协加工的方式完成相关工
序生产。金麒麟自主设计制造了
46000余套模具，与委托外协加
工的生产方式相比，这种业务模
式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质量更
稳定，大大缩短了新品开发及
整个产品线的生产周期。

■创新发展看鲁企

京东无人机送货这回撩到你了吗？

XX事事业业部部，，刘刘强强东东喊喊你你““机机器器换换人人””

本报记者 张亚楠

6月8日，在京东集团CEO
刘强东老家江苏宿迁，一架
无人机从曹集乡天同庵村居
委会起飞，10分钟后降落在曹
集乡孙庄乡村的京东推广员
站点，这是京东无人机送货
试运营第一单。京东方面称，
无人机正式投入农村物流试
点运行。

亚马逊无人机迭代

九次还在研发

早在2013年，亚马逊就
宣布要用无人机送货来降低
成本。去年2月，淘宝和圆通
合作无人机配送。与此同时，
顺丰快递曝光了正在进行的
无人机快递试验。

不过，亚马逊的无人机
已经进入第九代产品研发，
但至今未能实现送货服务。
在去年2月份试飞后，淘宝方
面表示没有后续计划。一年
多过去了，顺丰也没有发布
推广无人机快递业务的消
息。那么，无人机送货到底能
不能实现？

这是去年2月淘宝无人
机送货第一单现场：随着无
人机飞抵北京通州区某小
区，人们看到圆通快递员骑
着摩托车追赶而来。无人机
降落后，快递员上前找顾客
签 收 ，快 递 员 又 将 飞 机 带
走。

淘宝、圆通方面负责人
表示，它们所用无人机飞行
高度控制在120米内，距离控
制在500米视野范围内。这等
于是在快递员骑着摩托车等
在收货地点签收之外，还有
人开着车在500米的视野范
围内盯着天上的无人机。

那么，无人机送货这个
科技感十足的场景真的可以
在京东手中实现？

无人机能解决农村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吗

京东集团公关部高级经
理张志统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京东无人机实现全自动
化配送流程，包括自动装载、
自动起飞、自主巡航、自动着
陆、自动卸货、自动返航等，
工作人员在飞控中心进行实
时监控，出现意外可以在飞
控中心接管无人机。也就是
说，京东的无人机不需要开
车跟在下面跑。

在适用地域上，京东的
定位和顺丰相似，都是在相
对偏远的乡村。张志统告诉
记者，未来京东无人机送货
的适用场景主要定位于自然
环境较为恶劣、路况复杂的
山区农村。无人机的使用正
是针对这些地方订单量分
散、配送距离远的问题。刘强
东曾表示：“一个快递员有时
候一辆车开到村里，每次只
送一个包裹，摊销在一个订
单上的油钱、时间成本非常
高。”

张志统说，宿迁天同庵
村部分路段非常颠簸，传统
货车需要15分钟，而无人机
只需要6分钟。在天气条件良
好、载重不大的情况下，往返
10公里，能耗约1-2度电，成
本优势显而易见。

从2014年起，国内电商
巨头开始布局农村，但在物
流上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始终
难以解决，包括京东在内的
电商平台都面临成本压力。

张志统介绍，不同于亚
马逊直接用无人机把货物送
到消费者手中，京东无人机
连接的是县级配货中心送到
乡村推广员，推广员再把商
品送到村民家里。

亚马逊的研发人员曾表
示，亚马逊的无人机在飞行

时可能会检测到用户院内的
家具或野草，还有树叶、水面
或门窗玻璃的反光，它必须
要能分清这些实际障碍物和
上述反光。因此，计算机视觉
技术至关重要。此外，为了避
免高空相撞情况发生，亚马
逊的无人机将配备雷达等传
感器。可见，直接入户的无人
机技术标准更高。

根据宿迁试点情况，京
东无人机载重量从10公斤到
15公斤不等，飞行距离约为5
公里到10公里，张志统说，这
是根据市场调研情况确定
的，从配送站到村庄直线距
离往往小于10公里。而相对
于民用无人机，京东自主研
发的商用无人机体积更大，
载重量、续航能力都有改善，
结构布局更方便装卸货物，
安全上也做了特别处理，让
它不容易被黑客截获。

刘强东说，以后

物流中心一个人没有

尽管刘强东声称，未来
京东无人机送货将覆盖40多
万个村庄，但京东无人机在
农村市场上能做到多大程度
的“机器换人”以及何时实现

都不得而知。
京东集团技术公关部负

责人刘晖说，仅从技术层面
考虑，目前京东无人机已经
能够实现农村环境下的全自
动配送。但低空飞行器相关
政策法规目前几乎空白，京
东在每个地区推广无人机都
要与当地政府协商，拿到许
可，每条飞行航线都要向当
地空管部门和公安部门报
备。这意味着这一业务推广
的程度将与各地方政府的协
商结果息息相关。

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
无人机并非京东近期唯一
关注的“机器换人”技术。今
年5月，京东成立了×事业
部 ，专 门 面 向 无 人 物 流 中
心、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快
递车以及无人机三个领域
进行研发。在不久前召开的
贵阳数博会上，刘强东说，
两年之内，京东将在北京建
设全球第一个上线运营的
无人物流中心，从商品的收
货到上架、理货、盘库、出
库、打包、分拣，甚至物流中
心大门口负责供货商送货
车辆调度的也都是由智能
机器人来负责，一个人都没
有。

4万多套磨具、6台顶级环境模拟系统、100多个制动摩擦材料配方、
46000余套模具……金麒麟下的功夫都花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对于公共服务平台，政府
不要掺和，掺和得越深运营效
果越不好。”聊城市民营经济发
展局刘培哲局长说，现在为什
么那么多创业孵化基地做得不
好？说到底还是舍不舍得权力
下放。让企业去管比行政人员
管效果好多了。搞研发公共平
台，搞孵化基地，企业一定要在
里面，这才是真正的产学研一体。

特色小镇：政府就

管制定标准和验收

山东考察团注意到，柯桥纺
织产业集群在升级中注重顶层设
计。柯桥印染企业聚集到滨海后，
滨海工业区准备投资80亿元打造
一个“升级版”——— 蓝印时尚小
镇，不光做工业，还做文化、做旅
游。为此他们请了给苏州工业园
做规划的新加坡盛裕集团来规划
这个特色小镇。

特色小镇是浙江省在产业升
级中端出的一道特色菜。浙江省
经信委沈处长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资源大省可以靠山吃山，而浙
江有块状经济、有山水历史人文，
就做特色小镇。这种特色小镇不
是以“镇”这个行政区划来划分，
而是以当地支柱产业为核心，龙
头企业来打造的。同时，它也可以
是一个培育新业态的平台，比如
杭州基金小镇、梦想小镇。

特色小镇的一大特色是颜值
高，验收时要达到3A旅游景区标
准。所以，这样的小镇人居环境都
不错。沈处长说，龙游红木小镇整
个就是一个旅游景区，走廊、廊桥
全是红木。这是一个叫年年红的
民企做的，实力非常强。

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特色
小镇建设中，政府就做三项工作：
编制规划、基础设施配套推进、土
地要素保障。企业做产业发展、人
才引进、市场营销、项目推进等。
政府通过制定标准来引导，3年后
验收合格后授牌。具体标准是3年
投资要达到50亿，3平方公里规划
中，要集中1平方公里做产业。

在泰安中小企业办公室副主
任姜舜看来，现在很多产业集群
只重产业，忽视了社区、人居环
境、公共服务，“这就相当于一条
鱼，只有鱼骨头，没有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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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自动卸货


	B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