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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 一 封 来 自 伊 朗
Trans Post Pars公司总经理阿克巴·塞
尔德的感谢信送至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西电集团或西电），阿克
巴·塞尔德在信中说到：“西电项目经
理吴昊桐和张玮先生为满足我们的时
间要求，连续 24 小时工作，用专业
的态度和能力解决了安装调试过程中
的各种问题。我们对贵公司拥有这样
的员工表示钦佩，对他们优质的服务
理念和敬业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
西电伊朗市场负责人吴昊桐及技术人
员用实际行动在德黑兰地铁 7 号线
GIS安装过程中彰显了责任之道。

2013 年起，西电集团积极响应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按照
市场化原则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充分运用西电在产品技术、资本及人
才等方面的优势，一步一个脚印，用
辛勤的汗水浇灌市场，用对客户负
责、对产品负责的态度培育品牌，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产品走出去

西电集团从 1967 年起参与国家
援外出口项目，向援助国家提供产

品；1980 年起，正式开展贸易出口
业 务 ， 直 接 参 与 外 商 谈 判 ， 1982
年，集团与泰国泰美纶纺织有限公司
签订 69 千伏降压站、10 千伏车间变
电所、冷冻站变电所等5份合同，金
额482万美元，标志着西电正式步入
国际市场，西电也成为中国输变电装
备制造企业中首个为海外提供输变电
装备的供应商。

2013年10月，“一带一路”倡议
刚刚提出，西电集团就成功签约马来
西亚沙捞越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成套
项目，合同金额1.35亿美金，这是集
团在海外承担的电压等级最高的成套
项目。

25 年来，西电产品走向海外的
步伐逐步加大，产品出口经历了从简
单到复杂、从单机到成套，直至对外
提供变电站整套解决方案的交钥匙工
程的飞跃发展，创造了多个国内第
一：

中国第一个出口的 275 千伏 GIS
成套电站工程；

中国第一个出口的电压等级最
高 GIS产品；

中国第一个出口欧洲大陆的电压
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的变电站产品；

中国第一个出口直流成套项目；

中国第一个出口南美洲的GIS产
品；

中国第一个出口大洋洲的GIS产
品。

……
经过多年发展，西电集团凭借领

先的技术和可靠的产品不断拓展海外
市场，产品业务覆盖 80 多个国家及
地区，先后承接了 200 多座变电站

（所） 和5000公里高压输电线路建设
项目，主要大型输变电设备17000多
台/套，输变电产品出口总量和出口
产品品种都位列行业前茅。

本土化生产

1995 年，西电集团通过技术入
股的方式，在马来西亚合资设立马来
西亚 TSG 高压开关公司，主要生产
GIS产品；

2009 年，西电集团与埃及当地
企业合资设立西电-EGEMAC 高压
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高压开
关、电力变压器等输变电设备的生
产。2012 年，西电集团与印尼当地
企业合资成立西电斯科印尼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变压器制造、销售、修
配以及售后服务等。

西电集团通过合资新设公司、合
作生产等方式开展了广泛的投资与合
作，在合作中，双方共同努力，利用
本土化制造，贴近市场及用户，积极
研发客户与市场所需产品，为集团资
本和产品“走出去”、扩大市场份额
及影响力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
以合资公司为依托，带动周边市场拓
展，加大西电产品海外销售份额，促
进西电品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
际产业布局不断完善。

分享发展机遇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西
电集团充分分享在先进装备、智能电
网建设、特高压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
经验，积极参与到沿线国家电力基础
设施的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升级中。

西电作为中国输变电行业的骨干
企业，也成为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
大电网会议、亚洲大容量实验室会议
组织等成员单位，主持及参加制修订
国际标准54项，国家标准157项，行
业标准 60 项，行业话语权不断增
强，在加快认证认可国际互认进程，
推动相关产品认证认可结果互认和采
信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

集团通过技术授权，在俄罗斯开
展大散件方式的制造、组装、安装及
服务，并以此为平台，依据俄罗斯当
地高寒气候条件，开发适合当地技术
需求的产品。通过与客户和当地企业
联合开发、联合制造，使成本优化、
技术定制化，在实现西电业务范围扩
展的同时，解决不同区域客户的个性
化需求。

西电与不同区域的当地企业合
作，通过技术输出促进输配电技术本
地化，将各自产业优势和资金优势与
区域市场需求结合，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创新合作机制，使区
域内企业共同参与制造，推动装备、
技术和服务本地化，分享制造经验，
促进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带动当地
制造技术水平提升，海外合资公司中
本地员工人数均超过90%，定期选派
合资公司当地员工到西电进行培训实
习，帮助外籍员工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技能。

中国制造企业作为践行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的主体，以积极的态度
承担责任，苦练内功，用最高标准、
最优质量、最高性价比，提升中国制
造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中国西电集团将充分认识中央企
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责任，把
握战略机遇，积极主动与中央企业携
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按照

“中国制造 2025”要求，加快自身转
型升级，通过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技术融合发展，将生产全周期从
自动化升级成智能化，通过生产过程
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全面提
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
能化水平，减少人为差错，提高产品
品质。

同时，通过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
水平，培育服务型制造新模式，加快
制造与服务协同，建设高效、灵活的
现代制造技术服务、合作体系，在提
升产品与服务质量的同时，实现客
户、产业、企业协同发展，为客户创
造更多价值。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统
领，努力实现技术更先进、工艺更精
湛、产品更过硬、服务更满意，在世
界舞台上打造出更多闪亮的“中国名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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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城市新氛围

9月25日，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
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青年
创业者是未来企业家的主体，更应该
是企业家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希望我们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有梦
想，要敢于创业，要敢于拼搏，要不
怕失败，要勇于创新。”陕西省委常
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座谈会上
鼓励青年创业者勇于探索和追求。

9 月 29 日的“创业西安行·高新
站”活动，王永康来到街区查看创新
业态布局，了解入驻的咖啡品牌营业
情况，听取高新区创新创业工作汇
报，与创业者代表和入驻机构代表亲
切交流。

王永康为西安创业咖啡街区、高
新区和创业小伙伴点赞，并提出三点
建议：一要秉承鼓励创业、勇于创
新、宽容失败、追求成功的创业精
神，使西安出现更多的创业英雄；二
要弘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敢于
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使更多的创
业者成为企业家；三要坚持创新发
展，永远保持创新激情，加强理念、

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管理和制度
创新，成为创新标兵。同时要求，西
安市各级各部门要打造最佳社会环
境、服务环境、生活环境，开辟更多
双创空间，营造浓厚双创氛围，让西
安成为创业热土。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在座
谈会上表示，西安出台各项引才、引
智新政，构建良好创新创业生态，科
技部火炬中心对西安推动双创工作、
提升发展水平、实现追赶超越充满信
心。希望西安以双创工作为抓手，促
进新产业发展、新动能汇聚、新人才
涌现，引领双创文化，打造双创高
地。

塑造区域新地标

城市地标是城市的精神象征，作
为西安双创新地标的西安创业咖啡街
区将会引领西安双创的发展方向，带
动发展速度。西安创业咖啡街区选址
西安众创示范街区核心腹地，位于高
新二路与光华路路口东侧，北临二环
南路，南接科技路，东起高新路，西
至高新四路，规划总占地面积100万
平方米，核心区域 30 万平方米。未

来 3 至 5 年，这里将入驻 100 家国内
外创新服务机构，打造100个功能多
元的众创空间，聚集300名天使投资
人和创业导师，培育孵化 1000 个创
业团队，举办 2000 场创业活动，储
备上市上柜企业 50 家，促进社会就
业万余人。

“西安在餐厨垃圾回收处理方面
还有很大的市场和空间，我们特别希
望用新工艺、新技术为西安解决餐厨
垃圾问题。眼下西安的‘双创’氛围
越来越浓厚，像我们这样的新型科技
项目，相信在西安也一定会有好的发
展。”从英国留学归国的西安洁姆环
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武铮非常
看好西安的双创环境，同时高度评价
西安创业咖啡街区的“海归楼”。

海归楼一期位于 705 所 1 号楼，
计划建设 7000 平方米，依托 《西安
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实施特殊人才跨越
计划的若干政策》，将借助硅谷知名
加速器 RocketSpace、硅谷高创会等
一批汇聚欧美、以色列等国际创新创
业资源的服务机构，结合西安高新区
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
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
人才，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

键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
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西
安高新创业。

西安创业咖啡街区集创业咖啡一
条街、特色步行街和商贸金融街为一
体，实现从“孵化链建设”到“生态
体系建设”的突破。目前街区已经引
进了3W空间、IC咖啡、车库咖啡等
国内知名创业咖啡。引进了全球顶级
加速器 RocketSpace，配置国际孵化
资源，助力西安创业者长远发展。汇
聚了赛伯乐、西部丝路硅谷、中国投
资人中心等多家知名金融服务领域的
孵化机构。同时，聚合创服汇及创业
百事通实现 24 小时创业咨询无时
差以及 CitiGO 酒店、E 客公寓等 24
小时生活配套服务无时差等相配套的
全方位服务平台。

此外，西安创业咖啡街区打造
“博士楼”“海归楼”“天使楼”“千人
楼”，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形成
人才聚集高地。引进了胡桃里、樊登
读书会、金镝律师事务所等高端配套
服务机构，也聚集了星巴克、M+
CAFE、北大一八九八24小时咖啡书
吧、木艺工坊等知名品牌，提升街区
商圈价值、文化氛围与街区品位。街

区还建有高新区创新创业成果展厅，
并形成双创成果交易平台。同时，打
造会展中心，为创新创业成果交流提
供空间，承载各类大型活动。

打造西部新高地

在硅谷工作多年，曾担任 IBM
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开发中心总经理，
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赛伯乐国际董
事长王阳眼中的创新创业热土，需要
具备多项优势和条件，而站在“一带
一路”风口之上的西安，正在逐步汇
聚天时地利人和。西安的优势结合赛
伯乐生态、产业两大布局，将在这片
土地上打造出一片创新创业生态社
区，创造出具有新一代基础设施的城
市产业创新平台。

西安高新区被誉为西部的“硅
谷”，是一个代表西安与西部高新科
技产业前沿的领地，以其众多的“第
一”成为陕西和西安最强劲的经济增
长极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它也被称为

“创业新大陆”，西安创业咖啡街区更
是高新区为创客打造的创新创业的沃
土。未来西安将不断加快“硬环境”
和“软环境”建设，汇聚人才、技术

与资金，发挥众创空间的最大价值。
西安高新区主动融入中央以及省

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
改革大局当中，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发
展理念，打破传统思维约束，学习包
容开放的新思想，坚持国际一流标
准，聚集各类双创载体、咖啡业态、
文化创意、展厅等各类创新创业要
素，定位“创新创业国际时尚引领
区”，采用“360 度创新无国界，创
业无时差”的全新模式，致力将西安
创业咖啡街区打造成“大西安城市时
尚名片”“中国创新创业街区时尚新
模范”“世界级时尚街区新地标”。西
安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航
天基地党工委书记李毅表示，“高新
区将切实发挥龙头作用，聚力创新创
业，为创客推开世界之门！”

西安高新西安高新区区聚力双创聚力双创

为创客推开为创客推开世界之门世界之门
田立阳田立阳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通过一位陕西女商人跌宕起伏的励志
传奇人生故事的讲述，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十足的“秦”味，更是流淌了千百年
的秦商文化精髓。

2013年，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伟大构想的提出，让西安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新机遇。西安这座东西方文明交流枢纽的古都，再次以崭新的姿态站
立在国际舞台上。

日前，西安高新区全力打造的西安创业咖啡街区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国庆假
期，西安创业咖啡街区里活动精彩不断，人头攒动。“创艺市集”面向市民开放，
让市民从视、听、味、触多感官来感受城市的创业气息。

今年以来，西安高新区的双创成绩颇丰。从海外高端人才创新创业沙龙到创
新创业高校行，从全城“寻找创业之星”之“闪耀星青年”演讲大赛活动塑造创
业榜样人物，到“神域精准创业训练营”……

西安高新区不断为西安创业者和国际创客提供新的平台与机遇。未来更多新
的“惊喜”也将陆续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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