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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上半年，重庆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10334.76
亿元，同比增长6.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0%……一
连串数据，勾勒出全市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这份来之不易的
“成绩单”背后，凝聚着
一大批重庆企业艰苦卓
绝的努力。受结构性和
周期性因素影响，最近
一两年，国内一些行业
和企业出现了不景气的
现象，不少企业陷入亏
损。

突破困境，需要怎
样的方法和策略？重庆
日报《经济周刊》选择了
几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案
例，一起看看他们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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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为何逆势“飘红”
本报记者 吴刚 黄光红

2018年以来，汽车行业遇冷已成
为不争的事实。在行业的寒冬之中，
不少车企正在经历痛苦。

不过，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
限公司(下称上汽红岩)却是一个特例。

2018 年，上汽红岩销售重卡
58017辆，同比增长45%，其中，自卸
车超额完成年度预定目标，跃升国内
自卸车行业第一名。今年1-6月，上
汽红岩累计销售重型卡31337辆，其
中工程自卸车占据行业20%左右的
份额，依旧位居行业第一。

其实，现在一路高歌的上汽红
岩，也曾风雨飘摇。

上汽红岩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
最早挂牌成立的重卡合资企业。由
于既有上汽的管理、依维柯的技术，
又有老红岩的团队以及对重卡市场
40多年的理解，这家充满优势的合资
企业，在成立之初就被寄予厚望。

然而，最初的几年，上汽红岩的
发展并不尽如人意。现任上汽红岩
总经理楼建平回忆，2012年后，上汽

红岩几乎年年亏损。最惨淡的2015
年，甚至亏损了约7亿元。

如何走出发展困境？
上汽红岩首先找到了导致企业

发展状况不佳的一个关键因素——
三方合资给公司带来了足够的支
持。然而，三方都管，极易变成三方
都不管，从而造成公司运行效率低、
市场反应慢。

2016年12月，上汽红岩三方股
东——上汽集团、意大利依维柯商用
车有限公司和重庆机电控股（集团），
根据中国商用车市场情况及企业发
展规划，决定进行股权调整。调整
后，上汽集团通过增资方式扩大股
权，取得了对上汽红岩的绝对控制
权。通过股权结构的调整，上汽红岩

提升了决策和执行效率，为下一步的
发展打好了基础。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内基础设施
建设大量刚需与“一带一路”倡议的
深入推进，国内外市场对以自卸车和
搅拌车为代表的重型工程车的需求
量急速扩大。重型工程车迎来了发
展的春天。

双重利好之下，上汽红岩闻风而
动。

渠道方面，上汽红岩布局了1000
家服务网点。其中，新建服务商170
家，并在11条物流大通道沿线布局了
服务商，以满足公路运输用户的需
求。同时，也加快了海外服务网络的
建立，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

新品方面，上汽红岩2017年共推

出17款重卡车型。其中，国内首款中
置轴轿运车、中置轴货运列车、国内
最大马力牵引车等产品备受市场追
捧。其推出的国内首款四门消防车，
不仅性能达到进口车水平，而且价格
比进口车便宜一半。

很快，上汽红岩销售业绩开始反
弹，走出增长乏力的倦态。

2017年，上汽红岩实现了整车销
量40017辆，增幅157.9%；市场份额
达到3.58%，增加1.5个百分点，行业
排名第七，上升1位。

当年，该公司更取得多个“全国
第一”——

行业销量增幅第一；
全国大马力卡车排行第一；
城市渣土车市场占有率35%，行

业排名第一；
中置轴轿运车与中置轴货运列车

市场占有率80%，行业均排名第一；
……
今年前5个月，上汽红岩更是坐稳

了国内自卸车细分市场的“头把交椅”，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程车之王”。

其中，今年2月，上汽红岩将雄安
新区定制版自卸车成功交付用户，助
力“千年大计”建设。4月，首批符合
国家法规的自卸车顺利开赴新疆。
该批自卸车是上汽红岩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专为新疆地区定制生产的标
准车型，成为政府首批推广的合规车
型。

不仅如此，上汽红岩自卸车在海
外市场同样颇受青睐。今年5月，上
汽红岩自卸车陆续走出国门，出口东
南亚、非洲和南美洲，成为当地城市
建设的一股新力量。

今年6月，上汽红岩金刚自卸车
成功交付印度尼西亚，标志着上汽红
岩拓展海外市场又迈出坚实一步。

内强管理 外拓市场

稳坐国内自卸车行业“头把交椅”

位于北碚区的重庆茂田机械有
限公司（下称茂田机械）是一家小企
业，年销售收入不到1亿元。不过，近
年来，这家公司却凭借自主研发的电
动医疗器械减速电机、服务机器人减
速电机等产品，实现了快速成长，发
展势头正猛。

数据显示，2018年，茂田机械销
售收入同比增幅超过37%。今年茂
田机械延续了2018年产品供不应求
的态势。尤其是近期，由于订单较
多、人手不足，公司不少订单不得不
延期交货。

企业创始人游龙甚至预计，该公
司2019年全年销售收入将突破1亿
元，同比增幅比2018年更大。

游龙此番预测并非夸夸其谈，而
是有十足的底气。

与很多小企业专注于做国内市
场不同，茂田机械主要是通过定制化
生产方式开拓海外市场。眼下，其产
品已销售到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

国、德国和韩国等10多个发达国家，
客户已超过100家。其中，不乏在智
能化领域、机器人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的企业。甚至，还有美国捷普电子等
2家世界500强企业。

拥有这么多的优质客户，茂田机
械是如何做到的？

游龙给出的答案是：转型。
茂田机械成立的2002年，是重

庆摩托车行业发展的黄金期，当时茂
田机械的主业是制造摩托车离合器
齿轮等配件。2008年，曾经对做摩托
车配件充满信心的游龙，决定转型，
另谋出路。

“当时，摩托车行业已经出现疲
软，连续 6年公司营业收入始终在

1000万元以下徘徊，利润微薄，我觉
得再不调整产品和经营策略，就是死
路一条。”游龙回忆。

如何调整？做什么更好？
决定转型之前，理工科出身的游

龙去国外旅行时，总是喜欢去参观一
些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展会。通过在
这些展会搜集到的信息，他判断：智
能化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做智能化
产品，市场前景将非常广阔。

于是，从2008年起，茂田机械走
上了做智能化产品的转型之路。

最初的时候，由于缺乏研发人
才，茂田机械只能为国外机器人企业
做减速电机用的齿轮等配件。后来，
茂田机械通过邀请行业专家来公司

培训员工，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研
发等途径，逐步解决了人才难题，并
从2012年开始涉足电动医疗器械减
速电机的研发。

2017年，茂田机械又紧随智能化
浪潮，将产品研发进一步扩展到服务
机器人减速机和驱动系统领域，并于
2018年推出了相关产品。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研发出20多
个品类的电动医疗器械减速电机、服
务机器人减速机和驱动系统等产品，
取得了近60项专利。

产品转型的同时，游龙和同事带
着这些新产品，频频参加国外的一些
智能制造展会，逐渐打开了销路，经
营状况比做摩托车配件时有了明显

改善。
2015年、2016年，公司年销售收

入实现了成倍增长。2018年，公司年
销售收入已从转型之前的不到1000
万元增加到7000万元左右。

“订单多了，人手不足。现在我
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游龙说，茂田
机械正努力通过内部成立的技工学
校，加快培养技术过硬、综合素养高
的一线工人和技术人才。

产品供不应求，也让茂田机械加
快了推出新品的步伐。最近，其成功
研发出了应用于服务机器人动力模
块的4个系列的减速电机及驱动系统
产品，并已做好了市场布局，打算尽
快投放市场。

“在新产品正式上市之前，我们
已接到了一些订单。我们相信，未
来，随着新产品和老产品一起发力，
人才不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公司
的市场规模还将快速增长。”游龙
说。

从传统汽摩行业向智能制造转型

小企业瞄准“国际范”大生意

全球能产A2蛋白的奶牛，不足
30%。国际奶业巨头雀巢集团的澳洲
超级能恩A2配方奶粉产品刚一推出，
就受到国际市场热捧，产品供不应求。

这样的优质产品，优先供给了重
庆的一家企业。今年4月9日，悉尼
大剧院，雀巢集团与重庆渝欧跨境电
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渝欧股份）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渝欧股份正式成
为这款“紧俏货”的中国代理商。

渝欧股份成立于2014年，由重庆
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市赛
玛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成
立，主营业务为母婴类消费品跨境进
口。

代理甚至独家代理国际大品牌，
渝欧股份不是头一遭。今年2月，另
一国际奶业巨头法国达能集团与渝欧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渝欧公司成为中
国大陆达能系列产品一般贸易代理
商。今年4月，雅培全球市场团队来
渝拜访渝欧公司，表达合作意愿……

目前，渝欧股份已经与全球
100多个知名品牌建立起战略合作
关系——不仅拥有瑞士 Hero 集团
HeroBaby系列奶粉，澳洲NOD奥纯
冠奶粉在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权，还
与世界知名食品制造商雀巢集团、全
球制药巨头拜耳集团，以及法国古戈

氏等海外品牌达成合作，成为国际品
牌进入中国零售市场的桥梁和门户。

接连获得国际大品牌代理权，渝
欧股份实现高速增长。数据显示，
2018年，该公司实现营收15亿元，同
比增长53.11%。2018年10月，它成
为重庆首家登陆新三板的本土跨境电
商企业。

不过，从全行业来看，跨境电商的
日子并不是都好过。艾媒咨询《2017-
2018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研究报告》数

据显示，受到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国
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跨境电商行
业交易规模增速正在逐年下滑。

渝欧股份逆势增长，原因何在？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认为，首先要

归功于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而建立起来
的销售渠道。据悉，针对传统电商模
式“看不见、摸不着”缺陷，渝欧股份率
先探索跨境电商O2O经营模式，以“宝
妈时光”线下体验店将线上交易和线
下体验相融合。目前，“宝妈时光”在

全国设立了20多家区域服务商，加盟
门店1500余家，覆盖700余个区县。

其次是充分利用重庆地处“一带
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接点的区位优
势，大力发展多元经营，从区域性跨境
电商转型为全国性跨境电商。

据介绍，早在2017年，渝欧股份
就打造云仓综合物流跨境平台，创新
搭建跨境电商公共智能监管仓，与头
部品牌方合作，在满足“宝妈时光”用
户需求同时，也服务于天猫、考拉、京
东、云集、唯品会等全国10000余家电
商平台及渠道客户。

另一方面，利用中欧班列（重庆）
的优势，渝欧股份在欧洲采购产品，直
接运达重庆西永保税区。仅此一项，
渝欧股份2019年预计可节约物流成
本上百万元。

前端国际合作拓资源 后端线下店“接地气”

重庆首家登陆新三板的跨境电商企业

按照经济学理论，走出大周期，本
质上靠创新。从结构性问题来看，此
前几十年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
了一个临界点，没有拖延的余地和空
间。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归
根结底靠创新。

本期《经济周刊》谈到的 3 个案
例，成功的经验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
字——创新。包括商业模式创新、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不一而足，其重要
性自不待言。

例如，上汽红岩通过股权结构的
大胆改革，为企业赢得更高效的决策
和管理效率，由此有机会加大产品研
发和市场拓展力度，成为行业冠军。

渝欧股份率先探索跨境电商
O2O经营模式，以“宝妈时光”线下体
验店将线上交易和线下体验相融合。
依托于 1500 余家“宝妈时光”终端店
带来的庞大销量，它获得了国际大品
牌的青睐。

茂田机械创新的步伐更大，索性
抛弃传统行业，全力向智能化转型，终
于在国际市场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目前，还有不少企业在寻找脱困
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道路千万
条，归根结底，需要围绕创新做文章。

归根结底
要围绕创新做文章

□吴刚 黄光红

◀在位于两江新区的上汽依维
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焊接车间，机
器人在组装焊接线上焊接驾驶室总
成。 记者 张锦辉 摄

记者手记

▲渝欧股份旗下的重庆云仓跨境物
流有限公司仓库实景。 （受访者供图）

今年初投用的上汽红岩焊接车
间机器人生产线，大幅提高了生产效
率。 （受访者供图）

▲茂田机械生产线。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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