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白麟）8月17
日下午，一列集装箱列车从唐家沱
货运站缓缓驶出，目的地北京，14
个集装箱里均为长安汽车生产、售
后所需汽车配件。

这是长安汽车与成都铁路局战
略合作内容之一。当天，双方正式
签署合作协议，计划从商品汽车配
件及整车物流、物流基地建设运营、
贸易及金融业务、营销及市场开发
等方面展开合作。

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称，目前长
安已在全球拥有19个生产基地，36
个整车及发动机工厂，6000家销售
服务网点，产品销往全球60个国家。

此次开通的重庆-北京基地专
列，预计年发运100余列次，货物3
万余吨，后期还会在重庆到华东等
区域开展新的一体化项目。未来，
长安汽车还将与成都铁路局在运
输、仓储、供应链金融、广宣等各个
领域开展广泛合作。

长安汽车携手成都铁路局
首列至北京基地专列昨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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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片

重庆众恒电器有限公司为重庆市电工行业协会会长单位，中高端高低压电力开关设备制造
商，公司位于巴南界石数码产业园，有员工300余名，占地近100亩，经营规模排名西南行业前三
甲，拥有行业最先进的加工工艺。

■曾获荣誉

先后获得重庆高新技术企业、重庆高新技术产品、重庆名牌产品、重庆市重大新产品等荣誉，
拥有国家专利52项，是瑞士ABB集团“金牌合作伙伴”、法国施耐德电器“VIP战略合作伙伴”。

■品牌感悟

竞争无情，口碑无价，市场终将不负工匠心。

8月5日上午，是品牌重庆采访组和众恒电
器约好的采访时间，但刚到企业，记者就获悉了
一个消息——董事长王祥伦从办公室“失踪”
了，遍寻无果。

好不容易，秘书才在车间生产现场，找到了
身着工作服，正满头大汗和工人们一起调试设
备的王祥伦。原来，当天上午车间一款高压配
电柜的生产遇到了技术问题，王祥伦得知情况
后，撸起袖子就冲到了车间。

“原本他就是工程师出身，像这种情况不是
一回两回了。”公司总经理张智勇解释说，王祥
伦原是一家国营电器厂的技术人员，2003年7
月“下海”后成立了众恒电器。正是依靠着在技
术上“懂行”，以及对质量的执着，王祥伦拉着一
批同样从国企辞职的技术员，用14年时间让众
恒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年产值超过3.5亿元
的行业龙头企业。

张智勇说，如果了解了这位“技术控”白手
起家的经历，便不会奇怪为何现已身家过亿的
他，仍然愿意到车间抓生产。

业务“开张”

负重步行5公里送货，利润8元钱

2003年8月的一天，烈日将街道晒得热气
灼人。龙门浩（现南滨路烟雨公园）附近的公路
上，王祥伦独自扛着30多斤重的配电箱，快步
行走，目的地是5公里外上新街一栋居民楼。

那一年，众恒刚成立，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能够生产合格的工业电
器，开业一个多月，没有一笔订单，公司经营举
步维艰。8月，经过软磨硬泡，终于有一位建筑
商答应试一试王祥伦的设备，订购数量仅为1
台，并且要求先看货。

虽然手下的员工们对仅1台产品的订单有
些泄气，但王祥伦还是兴致勃勃地应承下来，并
决定亲自将产品扛到目的地，虽然这笔生意他
只能赚到8元钱。

王祥伦回忆，虽然辛苦，但那一天却是幸运
的。这位建筑商是个行家，仔细检查完王祥伦
送来的配电箱，不仅立即收货付账，还对他竖起
了大拇指。“用料好，做工扎实，没想到小作坊还
有这个水平。”

王祥伦说，对方的评价让他备受感动，也从
中得到了启发。“技术是我的强项，只要产品的
技术和质量得到认可，产品就不愁销路。”王祥
伦想到，普通房地产项目的配电设备需求量虽
大，但相对要求较低，无法体现他的技术优势和
产品的质量，而企业、医院、机关等对配电设备
要求更高、更苛刻，客户有专业的配电技术人
员，会详细审查线路设计、产品质量等相关环
节，相当于在严要求的同时，能很好展现产品的
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

找准策略的众恒很快尝到了“甜头”，虽然
生意还算不上“火爆”，但其产品却逐渐在圈里
有了好口碑，机遇也随之而来。

2007年，重庆一家大型国企搬迁，当时有
市内外大约12家企业参与投标，众恒是其中规
模最小的企业。为了中标，王祥伦亲自做起了

设计师，制作了投标方案。他一改传统计划书
的模式，不仅在成本上作文章，还在计划书中将
产品工艺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示出来。

最终，众恒爆冷中标，拿到了创业以来第一
笔上千万元的订单。招标方对方案给出了很高
评价：“这或许不是最好的方案，但绝对是最认
真详实的方案。”

这一仗同时打响了众恒的名气，随后，市内
的长平机械厂、红江机械厂等国企都逐渐成为
众恒的长期客户，众恒电器的产值也因此一跃
超过3000万元。

不计成本

技术小创新赢得市场大回报

2008年，众恒电器从双山搬到了茶园，有

了自己的厂房。王祥伦又从几家国企挖来了
张智勇等同为工程师出身的帮手，准备大展拳
脚。

“那时，我们认为自己做得不错，但后来却
发现是坐井观天。”张智勇说，当时有一家韩国
企业前来考察，看了厂里的产品后，韩国人扔下
了一句“大路货”的评价，扭头就走。

这个评价对众恒一众“技术控”的刺激很
大。“品质、品相，技术创新一个都不能少，我们
的产品绝不能是‘傻大粗黑，龇牙裂缝’。”王祥
伦决定争一口气。

众恒将创新的目标锁定在中置式高压开关
柜的改良上。当时，该类型的开关柜柜门均为
直板设计，由于柜体高度达到2.3米，且仪表盘
只能安放在柜门最上端，操作员观测时极为不
易，需要搬梯子或搭凳子才能完成。

“我从电梯广告上得到了启发。”张智勇说，
锁定问题后大家一直没能想到好的方案，有一
次，他在解放碑一栋商务楼乘坐电梯时，发现用
于播放广告的液晶屏幕呈斜角安放，这让张智
勇获得了灵感：为什么我们的柜门不能这样设
计呢？于是，他召集技术部门开始着手研发，设
计方案很快出台，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斜门”相
对直门的加工时间多出了30%以上，用料多出
20%左右，且对数控冲床的消耗更大，效率更
低。而且，花血本进行改良后，新设计能不能被
市场接纳还是个未知数。

“工业电器无法像家电一样打广告，只能依
靠口碑传播，那么我们就不要吝啬把钱花到产
品上。”王祥伦果断拍板，做！为保证生产效率
不受影响，他出资260万元，又购进一台进口数
控冲床。随后，张智勇带着技术人员对产品作
进一步改良，模仿家电冰箱柜门的异形设计，让
上下、左右均呈不对称的设计，这样可以大大提
高产品可靠性，保证长时间使用不变形。

这款产品一推出市场，立刻引起了较好的
市场反响，年销量从老款时的200台暴涨到
1000台以上，成为行业明星产品，并获得4项
国家专利。行业知名的龙头企业ABB集团对
该款产品也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国内最
好的开关门之一。

五星售后

首席质量官担当售后技术员

2016年，轨道交通10号线供电设施招标，
众恒作为热门投标企业参与其中。由于曾经遇

到过配电箱柜门打不开、线路断裂的情况，招标
时轨道交通集团和总包方的20多个专家亲临
众恒工厂进行考察。

专家们在现场打开30多道柜门，无一出现
变形、卡顿、无法开启等情况；同时，专家们随意
对箱内线缆进行了拉扯测试，没有一根线缆出
现脱落的情况。最终，众恒从60多家企业中脱
颖而出，轨道交通集团一次性采购了300台设
备用于10号线建设。

众恒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罗华说，这次中
标，除了产品本身质量过硬外，还“另有玄机”。

“售后服务是一大关键因素。”罗华说，他们
的产品多用于企业、医院、轨道交通等领域，一
旦因设备故障导致长时间停电，将会造成难以
估量的损失，甚至危及到病人、乘客的生命安
全。以前我市轨道交通多采用江浙、广州企业
的产品，由于企业在外地，除在重庆设置专人进
行售后维护外，一旦出现无法自行解决的故障，
最快也需要8小时以上，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
方能到场。而众恒是本地企业，能在1小时以
内派技术人员到场处理。

“当然，我们的售后不仅仅是区域上有优
势。”罗华说，众恒的售后服务首先从人员上进行
了“升级”，13名售后人员全部为机电工程专业
毕业、拥有专科学历以上的工程师。同时，他们
还根据电信、机械加工、房地产等不同领域，进行
了细致的分组。此外，每一台出厂的产品上都刻
上了24小时服务热线，即使是春节假期，也有售
后工程师24小时值班。根据公司要求，主城范
围内普通住宅供电故障要求4小时到场，特殊行
业如医院、电信、轻轨等要求1小时到场。

更为特别的是，公布的服务电话中，其中一
个是罗华本人的手机，若出现严重问题，可随时
要求总工亲自到场解决。

今年7月27日，众恒的售后服务获得了中
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五星级商品售后服务认
证证书。

“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售后服务每一项，我
们都凭着执念做到最好！”张智勇说，凭借“技术
控”的执着，众恒现在已成为年产值达3.5亿元
的行业龙头企业，创造了一个发展奇迹。2016
年，众恒产值迈入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控配电
设备分会统计的工业产值前60位，全国排名第
42位，是重庆地区唯一上榜企业。

张智勇说，未来众恒将继续走“技术控”的
路子，用不低于10%的年增长速度，占领中国电
控配电设备的高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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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恒：

董事长是位“技术控”，常到车间抓生产
本报记者 王海达 彭光瑞

果园建成了景区、烤烟房变成了书吧、土瓦房成了
工作室……在武隆区仙女山镇的荆竹村，沉寂的大燕
窝（小地名）正崛起一座“归原小镇”。

8月14日，仙女山镇负责人告诉记者，盛夏之际，
“归原小镇”既可以消暑，更可以养心。日前，记者前往
荆竹村进行了一番打探。

从仙女山镇上到大燕窝只有10来分钟的车程。
这里坡陡谷深，仙女山旅游热起来后，村里大多数村民
都搬迁到场上落户，留下土墙青瓦房，七零八落地散落
在山坳里。

“搬出来了就没想过回去。”冉波家的土墙房早已
是危房。去年6月，有投资商到大燕窝建造“归原小
镇”，随后收购了他与另外10户邻居的土瓦房。冉波
说，“没想到烂房子也能变成钱。”

一年后，奇迹发生了。冉波家原来的危房变成了
一间工作室，那堵开裂的墙镶嵌在钢架结构中，就像悬
在屋中的一幅画。而邻居冉光育家的烤烟房摇身一变
成了书吧。

“归原小镇”负责人介绍，“归原小镇”作为重庆
首个“田园综合体”，借助大燕窝僻静的山谷与坡地，
力图营造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意
境。“

据介绍，“归原小镇”占地约1160亩，以芷芯堂为
中心布局，包围式分布农作之辛、探索之险、邻里之亲、
沐心之域、幽韵之谷等五大园区。目前，“归原小镇”已
建成“观澜汀”“芷芯堂”“田园茶室”等设施。

仙女山镇一共有7个村（居），其中仙女山度假区主
要集中在石梁子社区，而荆竹村、桃源村等之前还是养
在深闺人未识。仙女山镇负责人称，推进全域旅游建
设，不仅让僻静的荆竹村成了热土，吸引了外来投资
商，还调动起了当地村民发展旅游的积极性。

毗邻大燕窝，有一个叫小坝的地方，四周悬崖壁
立，谷底平坦开阔，一条河沟将坪坝一分为二，小坝由
此得名。

“有山有水，森林植被好、夏天气温不到30℃。”村
民周六均说，近些年，小坝陆续出现了14家农家乐，他
与哥哥周六忠也合伙建起了“周佳兄弟山寨”。他告诉
记者，过去因道路狭窄、河沟涨水易成灾，外来游客并
不是很多。

去年，周六忠出资10万元，再组织周六均、高国
秀、冉松、冉林、冉小梅等5户农家乐各自出资4万元，
成立汀澜种植专业合作社，将公路从原来的3.5米拓宽
到4.5米，对1.3公里河道进行河堤硬化、河床清淤；沿
公路两旁栽植100株桂花树，房前屋后培植玫瑰、月季
等花草。

受周六忠等6户农家乐带动。8月初，村民吴昌健

也自掏腰包5万元在道路两旁安装了13盏路灯。
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周佳兄弟山寨”一共有82

个房间，过去两个月平均每天入住游客有90人左右。
周六均说，“谷底山寨，虽只有巴掌大块天，却也是特
色。”

土墙青瓦变身“归原小镇”

到武隆荆竹村消暑养心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本报讯 （记者 韩毅）避暑游是暑期旅游市场
的绝对主角。8月17日，记者从万盛经开区有关方面
获悉，仅7月份，万盛就接待游客202.58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达10.23亿元，成全市最火爆的避暑游目的地
之一。

万盛黑山谷旅游度假区，山静水幽，生态优良，森
林覆盖率高达97%，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3℃左右，是重

庆游客传统的避暑纳凉地。今年来，万盛以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在景区建设、旅游营销、配套
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整体发力。

除了黑山谷、龙鳞石海等景区，5月以来，青年汇巅
峰乐园、丛林菌谷蘑菇总动员、青山湖尚古村落、板辽
湖金沙滩、百花谷花卉主题公园等景区景点相继开园，
共推出了10条精品旅游线路、8条乡村旅游线路、5条

节会活动线路等，引爆旅游市场。避暑游、学生游、乡
村游、亲子游等方兴未艾。

巨型黑叶猴等造型各异的巨型气球，更是惊艳亮
相“黑山谷高山国际巨型气球节”，周周都有丰富多彩
的活动，吸引了数千游客亲密互动，笑语不断，热闹非
凡。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万盛共接待游客776.6万人
次，同比增长53.0%；实现旅游总收入39亿元，同比增
长53.3%。接待游客人次及旅游总收入增幅均位居全
市前列。7月，他们又接待游客202.58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达10.23亿元，成我市避暑游市场一大亮点。

7月 200万游客万盛避暑享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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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归原小镇”自驾路线推荐
武隆城区—仙女山镇—荆竹村—水竹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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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生
产
车
间
。

记
者

罗
斌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实
习生 文一普）8月17日，博赛集团
通过市慈善总会向九寨沟地震灾区
捐款200万元，专项用于地震灾区的
地质灾害全面调查、治理等项目。

市慈善总会负责人介绍，自四
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级强震
以来，我市社会各界爱心涌流，慷慨
解囊，截至昨日，总会已收到定向捐
款403万余元。

市慈善总会接收社会各界
向九寨沟地震灾区捐款403万余元

链接>>>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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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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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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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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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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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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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白
麟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
17日，记者从市交委获悉，即日起，
市交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公路水运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专项行动，整个行动将持续到明
年底结束。

据悉，整治对象包括已列入国
家和我市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的
公路水运工程，重点排查工程建设
质量安全管理行为、施工工艺、工程

实体、进场原材料及产品、施工安全
等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和突出问
题。

针对专项行动所发现的问题，
市交委将依法开展行政处罚，并采
取通报、约谈、信用记录、挂牌督办、
重点监管名单、违法违规信息公开
等措施。针对专项行动中表现突出
的单位及个人将予以鼓励，切实提
高我市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全市启动公路水运
工程质量安全专项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