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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传统制鞋企业，青岛双星
如何通过刀刃向内的自我革新，从过去
给人“做鞋”，到今天给汽车“做鞋”，
再到给飞机“做鞋”，完成“智变”促

“质变”的蝶变？
从淘汰落后产能，到建立起全球轮

胎行业第一个全流程“工业4.0”智能化
工厂，再到控股韩国锦湖轮胎，双星一
举成为全球前十、中国最大的轮胎企
业。通过一系列主动求变，如今，这家
企业最显著的标签是“智能制造”“引
领”和“国际化”。

智慧之变

建智能工厂，是双星蝶变的关键所在。
“2013 年，我刚到双星上任时，厂

区设备老旧，企业产品也无法很好契合
市场需求。”谈起“智变”初衷，双星
董事长柴永森首先聊起对老工厂的深刻
印象。

多番讨论、研究，数度考察、验
证，几经探索后，双星的自我革新“药
方”很快开出：去产能和智能化并行。

数据显示，过去 5 年间，双星累计
淘汰 900 多万条斜交胎和普通全钢胎、
半钢胎等质量差、能耗高、美誉度低的
落后产能和产品，这占到企业总产能的
90%。

与此同时，双星开始筹划建设一座
会“思考”的工厂：这座工厂既要对各

生产线的状态了如指掌，又要动作敏
捷，将每个订单的生产安排得井井有
条。2016 年夏天，双星将梦想变为现
实，其自主建立的智能工厂顺利投产。

如今，走进青岛董家口经济区的双
星商用车胎“工业4.0”智能工厂，偌大
的车间内机器的数量比工人多，11 种、
300 余台高度智能化机器人在低噪音状
态下忙碌而有序地工作着，送料的自动
导引运输车在流水线旁来回穿梭，整个
生产过程安静有序。订单生产完成后，
工厂会根据订单的配送计划，由智能小
车将产品运送到发货区域装箱发货，同
时，系统则告知用户“订单已完成生
产，开始配送”。

更让人惊讶的是，轮胎出厂后，双
星的“智慧”依然可以发挥作用。通过
双星建设的“轮云大数据中心”，轮胎
出厂后，只要用户同意，企业就可以用
物联网技术检测到用户轮胎的气压、温
度、速度。如此，双星就能根据轮胎状
态 变 化 ， 随 时 提 醒 用 户 注 意 交 通 安
全。未来，在通过物联网技术让轮胎

“说话”的同时，双星还计划通过大数
据，将用户的不同消费习惯进行同类
项合并，进而探索如何实现轮胎的大
规模定制。

一组数字，能精准显示双星智能工
厂的含金量：双星智能工厂顶层设计以
及 80%的智能装备都是由双星自主研发
生产，工人劳动强度降低 60%以上，产
品不良率低 80%以上，劳动生产率是过
去的3倍以上。

创新之变

2018年首届青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
成果展上，双星自主研发生产的国内真
正意义的子午线飞机轮胎成为现场焦

点，双星展位前人头攒动。
业界的关注点，聚焦在双星的多项

创新技术：目前，双星智能装备已拥有
独有核心技术 300 余项，形成高中端齐
全的数个品牌矩阵。

这些创新性技术，也为双星赢得一
个个颇具分量的荣誉：五年来中国企业
中唯一一家被工信部授予全国“品牌培
育”“技术创新”“质量标杆”“智能制
造”“绿色制造”“服务转型”的全产业
链试点示范企业；中国轮胎企业中唯一
一家 “全国先进生产力典范企业”；连
续四年被评为“亚洲品牌 500 强”中国
轮胎第一名和“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
牌”轮胎行业榜首；去年 8 月被列入国
企改革“双百行动”计划……

手握“创新技术”的秘钥，双星纵
向培育出智能装备、工业智能物流和
废旧轮胎绿色生态循环利用三大新兴
产业。

去年底，一个名为“星华机器人
（智能装备） 及软件控制技术产业化基
地”的项目在青岛竣工投产，项目全部
达产后，将成为全国领先的工业机器人
和智能物流装备生产基地。该基地所属
的青岛星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正是双
星投资建立的高新技术企业。

针对全球废旧轮胎回收利用的行业
痛点，双星创造出废旧轮胎绿色生态循
环利用智能化高端装备，并在汝南建成
了全球首个废旧橡胶绿色生态循环利用

“工业 4.0”智能化工厂，将废旧橡胶
“吃干榨净、全利用”，裂解成初级油、
炭黑、钢丝和可燃气，解决了全球废旧
轮胎回收利用的难题。

双星的这一创新，不仅填补了全球
市场空白，还打造出废旧橡胶循环利用
高端装备、绿色生态循环利用工厂和原
材料应用的全新产业链。

路径之变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青岛，与生
俱来就有开放进取、敢于冒险的海洋文
化特质。诞生于此的企业同样秉承了这
种性格，素有“出海”闯荡的心愿。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青
岛被确定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
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支点的“双定位”
城市。作为这座城市的龙头企业之一，
双星也乘上“一带一路”发展快车，走
上“营销当地化、制造洲际化、研发全
球化”的国际化发展全新路径。

去年 7 月 6 日，双星与韩国产业银
行在韩国首尔完成锦湖轮胎股权交割，
双星以持有锦湖轮胎 45%的股权，正式
成为锦湖轮胎的控股股东，向“世界级
轮胎企业”迈进。

在柴永森看来，双方的协同和整合
不是简单的“1+1>2”，而“要发挥乘
数效应，抓住全球轮胎特别是中国轮胎
整合的机会，创造全球最受尊重的轮胎
品牌。”

截至目前，双星还先后与巴西、加
拿大等 60 多个国家客户建立“一国一
伴”关系，与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等十
多个国家客户建立“大采购”关系，构
建了遍布全球各地的销售网络。双星轮
胎则出口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未来，双星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在
主业上，要成为独具特色，全球一流的
轮胎生产商；在智能装备和机器人制造
上，要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骨干力量支
持传统企业的升级改造；在废旧轮胎绿
色裂解这一新兴行业，成为全球引领者
和主导者。

配图为双星轮胎“工业4.0”智能化
工厂内部和外部景象。

本报电 日前，在青岛东方影都影
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影视作品制作
成本补贴发放仪式上，《流浪地球》 与

《疯狂的外星人》《环太平洋 2》《一出好
戏》 四部影片共同获得了3626.96万元的
制作成本补贴。

据了解，这四部公开上映的影片于
2016 年至 2018 年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制
作。根据 《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发展
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这四部影片符合补
贴要求。其中，《流浪地球》剧组获得补
贴资金412.65万元，《疯狂的外星人》剧
组获得补贴资金 1038.71 万元，《环太平
洋 2》 剧组获得补贴资金 1600万元，《一
出好戏》剧组获得补贴资金575.6万元。

“上映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就领到了
青岛发放的制作成本补贴，速度之快出
乎意料，这增添了我们做强做优国产科
幻大片的力量。”《流浪地球》 导演郭帆
激动地说，“整部影片都是在青岛东方影
都完成，这里顶级的硬件设施、国际化
的配套体系和一流的管理服务体制，满
足了剧组拍摄制作影片的全方位需求。”

为打造世界级的影视产业基地和国
际一流文化旅游项目，青岛制定出台了

《关于促进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由青岛市、青岛西海岸新区和社会资本
各出资 50%设立总额 50 亿元的影视产业
发展资金，对入驻青岛东方影都拍摄的
优秀影视作品最高给予制作成本 40%的
补贴。其中，单部作品最高能拿到1.2亿
元的补贴。

据悉，以世界最先进的电影工业模
式打造的西海岸新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
业区，已被列为山东省“1+N”影视产
业布局的核心引领园区，扛起山东省影
视产业发展龙头担当。文化区内总投资
500亿元的东方影都项目是全球投资规模
最大的影视产业园，建有 40个国际高标
准摄影棚、32 个置景车间，其中包括面
积1万平方米的世界最大单体摄影棚、先
进的室外水池和室内恒温水下摄影棚、
高配置的数字影音中心。《流浪地球》和

《疯狂的外星人》两部国产科幻影片就是在此拍摄制作，并赢
得了中国2019春节档票房冠亚军。

在补贴发放仪式上，青岛向全球影视人发出诚挚邀请，
邀请全世界影视人多来青岛、多到西海岸，多拍电影、多出
精品，让中国电影从青岛走向世界，让世界从“青岛制作”
了解中国。

未来，青岛将围绕打造世界级影视高地的目标，加快建
设藏马山影视外景地、创智产业园、影人公寓等一批配套设
施，完善灵山湾影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影视剧本孵化计划
等配套政策，引进完善电影工业生产全产业链配套，优化审
批流程、压缩审批环节，为全世界影视人提供“一站式”“保
姆式”“店小二式”的影视服务保障。 （宋晓华）

哈萨克斯坦项目落户青岛上合示范区

本报电 日前，“哈萨克斯坦在青岛投资建设农产
品深加工及跨境大宗商品交易总部中心项目”在青岛
胶州市签订，项目将落户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示范区。

据悉，该项目由哈萨克斯坦陆桥供应链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 1 亿美元，注册资本 3000 万美
元，占地 75 亩，利用中亚及俄罗斯优质硬质小麦资
源，建设日处理小麦400吨高筋面粉生产基地，年产值
6亿元。项目将利用中亚地区丰富的矿产、农产品资源
以及中国在轻纺家电等工业产品的优势，建设跨境大
宗商品交易中心，全部投入使用后年交易额1亿美元。

青岛出引才新政 将发一次性安家费

本报电 日前，青岛出台两项引才新政：为硕士
博士研究生等青年人才发放一次性安家费，按照博士
研究生每人 15 万元，硕士研究生每人 10 万元一次性
发放；住房补贴对象首次扩大到本科生，按照本科毕
业生 500 元/月，硕士研究生 800 元/月，博士研究生
1200元/月的标准予以补贴。两项补贴预计5月上旬启
动申报。

“海洋地质九号”青岛奥帆中心起航

本报电 日前，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
海洋地质研究所“海洋地质九号”船从青岛奥帆中心
码头起航，正式拉开了 2019 年海上调查科考作业序
幕。据悉，“海洋地质九号”将在我国东海、南海以及
西太平洋等海域开展调查科考，进行多道地震测量、
多波束测量、浅地层剖面测量、海流测量、地质取样
等工作，全航程300多天，明年2月返航。

据介绍，“海洋地质九号”2017 年 12 月正式在青
岛入列，2018年安全航行作业258天，累计航程2.5万
余海里，完成了多波束、浅地层剖面、海洋重力磁力
等测线任务。

本报电 当地时间 2月 25日至 28日，为期四天的
2019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WC）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
行。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作为全球首家实际应用5G技术
的港口，应邀出席“全球首个 5G 智慧港口发布会”，
分享技术应用情况，推广智慧港口建设经验。

就在一个多月前，青岛港刚在其自动化码头上成
功完成了基于5G连接的自动桥吊控制操作，率先实现
了通过无线网络控制设备抓取和运输集装箱，是全球
首例在实际生产环境下的5G远程桥吊操作。该测试成
功实现了毫秒级延时的工业控制信号和高于三十路高
清摄像头视频数据在5G网络的混合承载，支持实际生
产中对自动岸桥吊车的无线控制和视频回传，性能表
现稳定。同时，测试也实地验证了5G网络在智慧港口
场景中的应用及多项关键技术，对5G网络在智慧码头
的部署可行性进行了全面评估。这次测试证实，5G连
接可以作为传统人工码头向自动化无人码头升级中的
有效传输方案，从而实现约高达70%的人工成本节省。

目前，因为4G网络无线传输无法满足港口设备毫

秒级的端到端时延、高稳定性及可靠性等严苛要求，
全球码头仍在采用光纤传输通讯方式。这种通讯方式
在移动设备上需要设计专门的随动机构，会造成设备
的结构复杂，制造、运行和维护的成本比较高。5G技
术所具备的低时延、高带宽、大容量特性，恰恰可以
为港口解决自动化设备的通讯问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以前，港口的设备走到哪里，都要跟‘放风筝’
一样，拖着一条光纤。这样一来，港口在进行改造、
升级的时候，就需要重新埋设光纤，费时费力不说，
还会影响港口正常作业。”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副总经理
杨杰敏介绍说，5G技术与港口的结合，不仅对智慧港
口意义非凡，对传统码头改造也大有裨益，“如果改为
5G 技术的通讯方式，不管是传统港口，还是智慧港
口，其设备都能摆脱‘放风筝’的尴尬，港口改造升
级时不必重新埋设光纤，改造耗时也会大大缩短。”

可以说，5G技术与码头的结合，为未来港口打开
了全新想象空间。

“未来的全自动化码头上，工作效率和精准度肯定
会大大提升。此外，港口的各种设备可以通过5G网络
实现无线控制。一旦出现问题，技术人员通过远程遥
控就能解决，而不必跑到现场。”杨杰敏介绍说。

据悉，青岛港未来将对5G技术在智慧码头上的应
用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加快传统港口向自动化、智能
化的智慧港口发展转变。 （赵伟 刘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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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5G智慧港口发布会在西班牙举行

青岛港向全球推广智慧港口建设“青岛模式”

作为一家拥有98年历史的民族企业，青岛双星集团（以下简称双星）有着一段不凡的发展历程。这家曾以做鞋而著名
的青岛企业，创出了世界鞋业第一个中国名牌。“穿上双星鞋，潇洒走世界”的广告语，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2002年，双星收购华青轮胎，实现由制鞋业向轮胎业的转型。2005年，双星又收购东风轮胎，继续在轮胎行业摸索前
行。2008年，经过鞋服产业改制，双星全面转行到轮胎和机械产业。随着“互联网工业”时代的到来，2014年，双星开启
二次创业，加速智慧转型，用5年多的时间，将核心竞争力提升至“世界级”。去年，双星控股韩国锦湖轮胎，成为全球前
十、中国最大的轮胎企业。曾有业内人士评价双星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样本”，认为其为中国乃至世界轮胎行业高质
量发展拓出一条全新路径。

“智变”促“质变”
——青岛双星的蝶变之路

赵 伟

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城市名片

图
为
发
布
会
现
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