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

去年底，备受关注的精进
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端电
驱动总成项目在菏泽启动。据
悉，该项目不但是精进电动持
续引领行业的重要支撑，也将
为推动菏泽市高质量发展，加
速新旧动能转换注入强大动
力。目前项目进展如何，又将为
地方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
社会效益？近日，多家媒体记者
深入精进电动菏泽工厂集中参
观采访。

菏泽速度

为企业发展“加速度”

4月23日上午，多家主流媒
体记者深入位于菏泽市经济开
发区的精进电动菏泽工厂。在
整洁的7号厂房内，记者看到统
一着装的工人正在调试高端设
备，厂房内的一幅标语———“做
世界上最好的电动系统”，让人
们看到了这家企业的勃勃雄
心。

精进电动菏泽工厂厂长于
业鹏现场介绍说，这个项目主
要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系统
电机和变速箱，2018年12月22
日，项目上线仪式举行，今年3
月份，项目通过了环评，目前7
号厂房已经具备生产条件，下

个月便可正式量产，“项目从签
约到启动到具备生产条件，可
以说创造了精进速度。”

而精进速度的取得得益于
靠上服务的“菏泽速度”。

于业鹏介绍说，当地政府
相关负责人进厂服务，遇到问
题现场办公处理，部门还帮跑
手续，帮申请省级重点项目，牵
头寻找工厂所需人才等等……

“优质高效的服务和极佳的营
商环境，让企业发展步上了快
车道，跑出了加速度。”

据了解，精进电动菏泽工
厂计划总投资17 . 69亿元，“照
目前的进度，有望比原计划提
前一年全部建成投产。”

于业鹏说。

全部建成

可带动两千余人就业

精进电动高端电驱动总成
项目之所以选择落户菏泽，于
业鹏介绍说，精进电动看重菏
泽的地缘优势，菏泽地处中原
地区，交通便利，便于业务以菏
泽为腹地向全国辐射；更看重
菏泽政府部门优质高效的服务
和一流的营商环境，以及丰富
的人力资源。

而提到人力资源，于业鹏
说，由当地政府牵头，精进电动
菏泽工厂与菏泽学院已达成合

作意向，将来该项目将是该学院
大学生们的实践基地，帮助学生
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也为精进电
动储备吸收优秀的年轻人才，产
学结合，实现多方共赢。

据介绍，精进电动高端电
驱动总成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后，可年产50万台乘用车电机
定子分总成、10万台商用车电
机定子分总成、100万只减速器
和自动变速器齿轮、5000吨定
转子矽钢片冲片总成、30万台
套新能源汽车电动驱动动力总
成。

于业鹏介绍说，项目全部
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
入30亿元，税收1 . 5亿元。同
时，可以带动2000余人就业。

精进电动

助推菏泽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菏泽市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以
双招双引为关键举措，坚持“引
资”和“引智”并举，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的步伐。而精进电动作
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电机和动力
系统领军企业，在菏泽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进程中，则能够发
挥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据了解，精进电动是我国
唯一的大批量出口新能源汽车
驱动系统的自主品牌企业。目

前，国内外客户包括美国菲斯
科、克莱斯勒、一汽、上汽、北
汽、福田、中通、金龙、吉利等知
名企业，并在继续扩展与国际
主流车企的合作。

“山东是我国传统制造大
省，正在迎来新旧动能转换的
历史机遇，菏泽市正处在基础
设施大升级、产业条件大改善
的阶段。精进电动将以此为契
机，携手中通客车、潍柴集团等
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国际领先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精进
电动首创人兼CEO余平曾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据其透露，精进菏泽项目
将会同时开展动力总成系统集
成和整车搭载的研发工作，特
别是在厂内建设动力总成试验
室和试验跑道，实现自主的多
工况、多道路条件试验，同时也
会是承载国家级科技项目的基
地。

去年12月22日精进菏泽项
目启动仪式上，菏泽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平在致辞中表示，精
进菏泽是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
战略项目，标志着菏泽市在新
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三大
核心部件生产能力全部具备，
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基础更
加坚实，必将对菏泽市机电设
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
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为汽车“心脏”添活力，为经济发展添助力

精精进进电电动动 助助推推菏菏泽泽动动能能换换新新

序号 停电设备 停电范围 停电原因 计划停电时间

1 和平Ⅱ线尚城环网柜 奥林花园#3#4公用变 环网柜更换 2019/5/6 7：30至2019/5/6 19：30

2 丹南线马海东环网柜 啤酒厂东、步步高大酒店、农机公司、山东中北置业、牡丹区教育局、仓房一队、王明福餐巾纸厂（市餐巾纸厂） 公用变位置迁移 2019/5/6 9：00至2019/5/6 17：00

3 长江Ⅱ线三信环网柜 庞楼西、山海嘉园#1#2公用变、奥林花园#1#2公用变、菏泽天安房地产有限公司、真诚物业服务 电缆接火,线路绝缘化治理 2019/5/7 7：00至2019/5/7 20：00

4 中和Ⅰ线广和开关 中天置业、酒厂家属院 开关PT更换 2019/5/7 9：00至2019/5/7 17：00

5 双河线民康环网柜 盛世豪庭#1#3公用变、山塑置业、永泰置业、美地置业 电缆接火 2019/5/9 6：30至2019/5/9 18：30

6 安中Ⅱ线西行村分支箱 段胡同西、华明街东 分支线路拆除 2019/5/9 9：00至2019/5/9 17：00

7 华西Ⅰ线柏青环网柜 南关小学、花都绿地房地产、银座佳驿 线路绝缘化治理 2019/5/11 9：00至2019/5/11 17：00

8 昆南Ⅱ线恒泰环网柜 恒泰油嘴油泵、路灯管理所、污水处理厂、中华西路小学、中油燃气 分支开关拆除 2019/5/13 9：00至2019/5/13 17：00

9 陶鹏线陶然美地开关站 陶然美地2#公用变 公用变充油 2019/5/14 9：00至2019/5/14 15：00

10 双河线民康环网柜 郭庄东、拖拉机厂家属院、拖拉机厂、双武经贸有限公司 环网柜气体补充 2019/5/15 9：00至2019/5/15 16：30

11 河西Ⅰ线预制场环网柜 二塑厂、路灯管理所、岳延平专变 环网柜气体补充 2019/5/15 12：30至2019/5/15 18：00

12 华庭线永和家园环网柜 永和家园 公用变消缺 2019/5/16 9：00至2019/5/16 17：00

13 华太Ⅱ线招商局分支箱 和平小区、菏泽市煤炭管理局 公用变接火 2019/5/19 8：00至2019/5/19 12：00

14 长西Ⅱ线牡丹新城环网柜 恒基舜宇房地产、菏泽心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菏泽心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环网柜提升 2019/5/22 9：00至2019/5/22 17：00

15 师专线田庄六队开关 刘庄大队、田庄六队、康益包装厂 公用变拆除 2019/5/23 9：00至2019/5/23 17：00

16 堤口线鸿润环网柜 阳光小区、新世纪、万方中通商贸、欢乐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黄河骨科医院 环网柜迁移 2019/5/28 7：00至2019/5/28 17：00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停电检修，现将检修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公告告如下

菏菏泽泽供供电电公公司司22001199年年55月月城城区区配配电电线线路路停停电电公公告告

如因天气及不可抗力或其它原因导致检修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实际停、送电时间与计划停、送电时间有可能不一致，给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请注意停、送电过
程中的用电安全。

双电源及自备电源用户，需切换电源时请提前三天到供电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咨询电话：5322247，5322110)

签签约约现现场场。。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念念东东 摄摄签约现场。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本报菏泽4月29日讯(记者
赵念东) 4月29日上午，菏

泽市住建局与建行菏泽分行签
订了“助推城乡建设”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住房租赁、
公租房、维修基金、存量房交
易平台和预售商品房资金监
管等业务领域进行战略合作，
积极探索全面政银合作新模
式，助推城镇化建设、两新融合
试点建设、美丽村居建设、棚户
区改造、廉租房、保障房建设
等，促进城市功能升级，实现百
姓安居乐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了解到，建行菏泽分行按照总
行统一部署，加快推进“住房租
赁、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三大
战略，以建行智慧助推解决社
会痛点难点问题。该行以“住房
租赁”为着力点，与菏泽市住建
局密切合作，成功上线应用新
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系统、
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和维修基
金监管系统，为双方在住房金
融领域的全面合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

双方签订“助推城乡建设”
战略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深化
双方合作，市住建局在住房租

赁、公租房、维修基金、存量房
交易平台和预售商品房资金监
管等业务领域优先选择和建行
合作，使用建行系统提升菏泽
市住建信息化水平。

此外，市住建局还将充分
利用其在政策法规制定、实施
及指导等方面职能,积极向建
行推荐技术含量高、有发展前
景的企业与项目，积极探索全
面政银合作新模式，助推城镇
化建设、两新融合试点建设、美
丽村居建设、棚户区改造、廉租
房、保障房建设等，促进城市功
能升级，实现百姓安居乐业。

建建行行菏菏泽泽分分行行与与市市住住建建局局签签订订战战略略合合作作协协议议

精精进进电电动动菏菏泽泽厂厂工工人人正正在在调调试试设设备备。。精进电动菏泽厂工人正在调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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