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证明，我们选永川选对了！”

35小时敲定投资，7个月实现开工

将于明年国庆投产，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5亿元

“之所以在永川建设西部
产业基地，主要是基于公司发
展战略需要！”杨文勇表示，公
司自1988年成立以来，就一直
坚持外贸出口、内贸销售“两条
腿走路”。目前，公司在国内已
构建起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内
销市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线下
在全国共设有28个营销中心/
销售部、6000余家分销网点、

7000多个售后服务网点/维修
师傅；线上建立京东、天猫等20
个专业平台流量入口、100余家
品牌分销商，日客户流量超8万
个。国际市场则以北美、亚洲、
中东等为核心，产品远销170多
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随着西部地区加
快发展，公司产品在西部地区
的销量越来越大，重庆、成都
更是成为公司两个最主要的
销售市场，建立西部产业基
地、抢占西部市场已成为公司
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部署。
今年1月，党中央作出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
布署后，建立西部产业基地显
得更为紧迫。

在今年5月的考察中，他
们之所以作出现场签订投资
协议的决定，就在于选址永川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其一，
永川位于成都和重庆两个特
大城市之间，具有承东接西、
左传右递的区位交通优势，便
于同时辐射服务重庆、成都两

大主要销售市场；其二，永川
拥有长江码头、成渝铁路、成
渝高铁，以及正在建设的渝昆
高铁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网络，不仅便于辐射西南、西
部市场，还可通过渝新欧、西
部陆海新通道辐射欧洲、东南
亚市场，实现“双循环”的有机
结合；其三，永川是职教名城，
拥有17所职业院校、15万名
在校生，可为企业提供充足的
产业工人；其四，永川拥有良
好的营商环境，能给企业健康
成长提供充足的土壤、阳光、
雨露。

“事实证明，我们选永川
选对了！”杨文勇说，今年5月，
他们与永川签订投资协议后
不久，永川区领导就积极帮他
们找订单，帮助企业在重庆拿
到了1亿元的消费扶贫智能柜
订单。这种消费扶贫智能柜
也叫“无人自动售货柜”，是他
们结合新商业模式推出的数
字化产品，可摆在城市小区和
公共场所，市民只需用手机扫

描柜子上的二维码，就可选购
柜子的各种农产品，取出商品
后，柜里的智能系统可自动识
别品种和重量，关上柜门就会
在手机上自动扣款。这个订
单给了公司一个大大的惊喜。

今年8月，凤凰湖管委会
得到公司出现用工缺口的信
息后，立即联系永川当地的高
职院校和就业部门，帮助公司
招聘入职了近100名工人。

今年10月，凤凰湖产业园
启动星星冷链西部产业基地
平场工程后，发现该地块上埋
有近2万吨建筑垃圾，在公司
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清挖运
走这批建筑垃圾。

杨文勇感慨地说，永川
“做的要比说的好、干的要比
签的好”的招商口碑不是靠嘴
巴喊出来的，而是通过一件一
件的小事、实事做出来的。

据介绍，星星冷链西部产
业基地选址永川高新区凤凰
湖产业园，项目占地500亩，总
投资10亿元，达产后预计可实
现年产值25亿元以上，年税收
1.5亿元以上，计划入驻员工

1000人以上。
该基地由中国轻工长沙

智能工业设计院规划设计，将
建设成为一个集研发、制造、
销售、仓储物流于一体的，配
套设备齐全的、自动化智能化

的现代化工厂。
今后，该基地产品将涉

及商用冷柜、家用冷柜（冰
箱）、商厨冷链、商超冷链、冷
库机组、新零售智能设备等
主营业务板块，可基本实现

“产地预冷-冷链运输-终端
用户储存”的冷链生态全覆
盖。

该地基地计划 2021 年 9
月竣工试运行，2021年10月1
日正式投产。

2020年1月，永川区招商
人员获悉，星星冷链正在西部
选址建设生产基地。经进一
步了解，发现星星冷链已考察
了多个区县。

永川招商人员没有灰心，
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情
况，区委书记滕宏伟、区长张
果高度重视，要求立即成立星
星冷链项目招引小组，由区招
商投资促进局牵头，积极统筹
各方力量、调动各路资源。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外出
招商被迫按下“暂停键”，但永
川不等不拖、主动出击，疫情
期间，抓紧开展星星冷链项目
招引相关工作，迅速上线运行

“云模式”招商。2月11日，永

川区副区长王寒峰拨通了星
星冷链公司总经理杨文勇的
微信视频，双方通过网络开展
了第一次洽谈，一番互动后，
公司决定择期到永川考察。

2020 年 3 月 18 日，星星
冷链刚复工一周，王寒峰就
带着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凤
凰湖产业促进中心相关负责
人前往星星冷链公司总部，
正式拜访了公司董事长叶仙
斌、总经理杨文勇等人，并结
合公司的西部战略布局和竞
争区县条件，精心推介了永
川的优势条件。

2020 年 5月 10 日，叶仙
斌、杨文勇一行15人到永川实
地考察。11日两点半，双方坐

下来进入正式谈判阶段，一直
谈到晚上10点，星星冷链同意
第二天正式签署投资协议。
从考察到敲定投资只用了35
个小时。

为此，永川方面连夜准备
正式合同文本。5月12日，双
方正式签订投资协议。

协议刚一签订，永川就成
立了以区委书记、区长为“双
组长”、相关部门和镇街负责
人为成员的星星冷链项目工
作专班，迅速启动项目促建
工作。

从 2020 年 5 月 12 日到
2020年10月7日，永川仅用5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00亩土
地的征地拆迁、方案设计、施

工图预算、财政评审、土地整
治工程招标。10月8日，凤凰
湖产业园正式进场开展平场
施工。

星星冷链西部产业基地
项目启动平场施工后，永川遭
遇到连续一个月的阴雨天气，
为此，凤凰湖产业园采取增加
设备、增加人员、24小时待命
施工的方式抢抓工期。多的
时候，现场同时有50台炮机、
装载机、推土机、挖机、钩机和
90台渣车作业，挖方总量达
110万平方米。

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
业，凤凰湖产业园完成500亩
土地平场工作，保证了该项目
如期施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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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庆耐德永铃专用汽车有限
公司市政环卫专用汽车生产项目在永
川高新区凤凰湖产业园正式投产，使永
川新增了又一个汽车整车项目。

重庆耐德永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单
位，是由庆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永川区兴
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三方合资成立。

该项目共占地 200 亩，现已建成完
整的焊接、涂装、总装生产线和研发中
心、试验中心等，主要产品包括环卫专
用车系列（燃油、清洁能源、纯电动的洗
扫车、洒水车、清扫车、养护车）、半挂车
系列（后翻自卸式挂车、中置轴集装箱
列车、冷藏式半挂车）、集成特种车系列
（通信指挥车、无人机指挥车、医废处置
车、移动CT检测车、洗消车）等，年生产
能力1万台。

该公司力争在 2025 年内成为西南
地区行业领跑者，产值达到10亿元，在
2030年内达到国内行业一流水平，产值
超30亿元。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

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冷

链行业的知名龙头企业，

其商用冷冻柜、冷藏柜荣

获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

军产品”，国内市场占有

率超40%，居行业第一；

冷柜出口份额占比达

8.5%，位居行业前列。

今年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挑战，星星冷链逆势

拓市，外贸出口、内贸销

售双双实现20%以上增

速，预计全年实现销售收

入60亿元，比2019年增

长 20%以上，成为我国

冷链行业那颗最亮的那

个“星”。

乘着这一轮新的强

劲发展势头，星星冷链正

式迈出“西部战略”步伐，

于今日在永川国家高新

区凤凰湖产业园开建星

星冷链西部产业基地。

这也是该公司继浙江台

州、江苏徐州、广东佛山

三大产业基地之后，在国

内布局的第4个产业基

地。

于今年12月8日开始量产下线的长
城汽车智能豪华越野 SUV 坦克 300，已
成为2020年中国品牌“现象级”车型，仅
量产下线10余天时间，订单就已超过1
万台。

坦克 300 能广受市场热捧，不仅在
于其硬核越野的吸睛属性，更在于硬核
越野与智能豪华兼备，改变人们对硬派
越野的习惯性感受，人们对坦克 300 的
追捧，完全是产品力对消费需求的引爆。

也正因如此，坦克 300 不再是一辆
只适合于男人的传统越野车，同样也打
动了很多女性用户。目前已接到的坦克
300订单中，女性占到接近30%。

无独有偶的是，这样的“现象级”车
型已在同一个工厂上演，它就是长城
炮。长城炮是2019年8月才开始量产下
线的新车型。从年初至今，长城炮已产
销12万台，在全国皮卡市场的占比超过
了四分之一。

按照最初的规划设计，长城汽车永
川工厂年产10万台长城炮、6万台坦克
300。从现在这两款车的市场表现看，该
工厂将大幅突破这一产能：长城炮仅量
产下线一年多时间，就已突破了这一产
能，坦克 300 也同样会很轻松地突破年
产6万台的产能。

庆铃市政环卫专用汽车
生产项目今日投产

坦克300成“现象级”车型

永川造特种车

星星冷链厂区效果图

长城汽车永川工厂下线的坦克300 摄/陈仕川
星星冷链AI智能柜体验区

中国冷链行业龙头企业
星星冷链西部产业基地今日在永川永川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