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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之信控股集团创建于 2008 年，从金融服务业起

步，历经 10 余年持续快速发展，已成长为涵盖新能源、生

物医药、智慧农业、奢银艺术四大事业板块，横跨一、二、三

产业的多元化现代企业集团，现有员工 2000 余名。

一直以来，集团以国家和政府号召与政策引导为产业

布局方向，面向绿色出行、医养健康、科技农业、消费升级

等重大民生领域，关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布局投资具有

重大发展潜能的前景产业，提供高品质全维度产品解决方

案以及完善的产品生命周期服务。

集团于 2014 年进入新能源领域，现已在浙江湖州、广

东肇庆、江西萍乡等多地投资建设新能源动力电池与汽车

及零部件产研基地、新能源汽车创新研究院，不仅自身业

务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名列中国动力锂电池十大品

牌、亚洲品牌 500 强，还有效服务地方经济产业转型升级，

让新能源成为新动能。

（一）发力新能源 实现技品领先

绿色出行要要要之信新能源

从最初的湖州南浔电池产业园项目开始，现已发展

成为拥有四个现代化生产研发制造基地、两家新能源

创新研究院，创建了“遨优动力”电池品牌的事业板块，

并参股战略合作山东沂星客车、北京蓝吉新能源等多

家行业知名企业，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动整车等领

域，主要产品包括三元、磷酸铁锂、钛酸锂聚合物软包

电芯及模块，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和储能系统，电

动公交车、物流车、摩托、游艇，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

位居全国前列。

之信控股旗下“遨优动力”电池始终坚持“技品领先”

战略，厚积薄发，技术团队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深耕 10
余年，拥有以多名院士为顾问，行业领军人物、知名科学

家、海归博士在内的国际一流技术研发团队，在三元、磷酸

铁锂、新型锰酸锂等材料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能依据市

场需求快速研发可靠的新产品。持有各型专利 300 余项，

其中发明专利 30 多项。

值得一提的是，据全国新能源汽车总装机容量排行榜

显示，2019 年 1 月份遨优动力总装机容量 20MWh，全国

排第三，仅次于比亚迪和宁德时代。

在强大应用研发能力的支持下，之信新能源体系拥有

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规划，预计到 2020 年电池年产能将

达到 80 亿WH。可年产 1 万辆新能源大客车、20 万辆新能

源乘用车。

荫遨优动力核心优势

团队优势：遨优拥有以陈清泉、费爱国等多名院士为

顾问、行业领军人物陈光森博士为首席科学家的国际一流

技术研发团队（也是国内第一批实现锂电池量产的技术团

队），和以冯枫、饶睦敏博士为核心的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

团队。

制造工艺优势：工厂采用无尘净化生产车间，行业领

先的全自动化电芯生产线和全自动化的 PACK 装配线、

检测流水线等，确保了产品高品质。

产品与技术优势院
遨优软包电池相比圆柱、方形电池具有安全性能好、

重量轻、容量大、内阻小、设计灵活等优势；

遨优解决了软包电芯封口泄露的技术难题，并取得双

重保护发明专利，可通过 300益烘焙热失控实验，有效提

高产品的安全可靠性；

遨优三元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始终保持行业领先优势，

2016 年量产三元能量密度达 200WH/KG，2017 年达

240WH/KG，2018 年达 260WH/KG；
遨优在行业内率先研发并量产富锂锰基电池，为持续

提高能量密度、有效降低成本提供了解决方案；

遨优高效的热管理系统关键技术方案，可确保电池高

≦效热均衡，控制电池之间的温差 2益，充放电温升小；

遨优高精度、高鲁棒的状态评估 BMS 技术方案，精

度误差小于 5%，可有效防止过充过放。

产品主要特点院
高能量密度：磷酸铁锂软包电芯 195WH/kg，系统

160WH/kg；三元电芯 260WH/kg，系统 160WH/kg；
长寿命：磷酸铁锂循环寿命逸4000 次，三元循环寿

命逸3500次，富锂锰循环寿命逸3000 次，锰酸锂循环寿

命逸3000 次；

支持大倍率充放电：支持 35C 放电，支持 3~15C 充

电；

产品宽温应用：可满足-20益充电、-40益放电，适用北

方极寒地带；高效热管理系统，可满足夏季高温持续运行；

高一致性：全自动化智能工厂设计、生产，确保产品高一致

性；

材料体系丰富：主要有磷酸铁锂体系、三元体系、锰酸

锂体系、富锂锰体系等；

富锂锰动力电池领跑行业：遨优富锂锰电池为下一代

高比能低成本电池，于 2018 年 5 月通过国家强检、7 月

份取得两款车型公告，其低成本、高性能的优势具有广泛

的市场应用前景；

产品设计灵活：依据市场需要可作定制设计，推出乘

用车标准模组、商用车标准箱，产品广泛应用于乘用车、商

用车、物流车、储能、电摩及两轮车等领域。

荫浙江遨优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总用地面积 177亩
该项目是浙江省 2018 年第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的重大

龙头类项目。是全国动力电池第一梯队企业，是中国高能

锂电十大领军品牌之一，是中国动力锂电池十大品牌之

一。

目前遨优动力研发生产的磷酸铁锂、三元、锰酸锂电

池系统主要应用在公交车、通勤车、旅游车、物流车、特种

车等车型，通过国家认可并公告的车型有 72 款。

遨优动力凭借领先的产品品质赢得市场，已与近百家

著名的整车企业达成合作，其中大额订单客户包括北汽、

柳汽、东风汽车，安凯客车、奇瑞汽车、济南伊普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常州道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金龙客

车制造有限公司等。订单共涉及产品近 60 万件，2018 年

已签订订单约 30 亿，实际销售额约 15 亿元。其中已完成

富锂锰产品销售约 10 亿元。

浙江遨优主要位于湖州远通科技工业园，占地 177
亩，建筑面积 11 万平方米。

目前一条中试线产能 5 亿瓦时/年，第一条生产线已

于 2018 年 9 月生产，产能 15 亿瓦时/年，目前建成部分产

能为 20 亿瓦时/年，第二第三条线预计于 2019 年中生产，

每条生产线产能各为 15 亿瓦时/年，建设完成后满产产能

可达到 50 亿瓦时/年。

荫肇庆遨优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总用地面积 202亩
肇庆基地于 2017 年在广东省肇庆高新区建立，占地

约 202 亩，建筑面积 8.9 万平方米。

第一条生产线已于 2018 年初投产，产能 15 亿瓦时/
年。第二条生产线于 2018 年 9 月生产。产能 15 亿瓦时/
年。肇庆遨优合计产能 30 亿瓦时/年。

2018 年稳定量产能量密度达 175WH/KG 的磷酸铁锂

电池和 260WH/KG 的三元锂离子电池，处于行业领先。

2018 年 5 月，遨优动力首款富锂锰动力电池通过国

家强检。富锂锰可以实现完全无钴，成本下降 15%，解决

钴资源紧张问题。2018 年年底稳定量产能量密度达

260WH/KG，技术上达到 300WH/KG，已处于行业领先水

平。预计 2019 年量产 300WH/KG新型电池。

荫肇庆新能源动力产业小镇 总用地面积 2769亩
广东肇庆“新能源动力产业小镇”项目位于肇庆高新

区北部，是由浙江之信控股集团主导投资建设的新能源产

业项目。

小镇以致力于打造新能源产业“四大体系”建设为目

标。包含了以新能源商（乘）用车、电动无人机等纯电动产

品的“智造”产业体系：以电机、电控、电池及其他新能源产

品核心零部件为核心的智慧储能产业体系；以新能源产业

相关的全球研发中心、国际化检测中心等多学科领域关联

的产学研测体系；以金融配套、风控、增值为核心的资本金

融体系。

小镇预计总投资超百亿元。项目工程内含有 3个子项

目：

遨优动力电池项目

遨优动力电池项目引进国际一流、在电池领域深耕十

余年的技术研发团队，专业生产高一致性、高安全性、长寿

命的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

鼎星新能源汽车项目

项目预计总投资 40 亿元，总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米，

建成后产能达到 10000 辆/年。项目含整车制造中制件、焊

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生产车间。

研发中心尧展销中心商业项目

项目总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规划内逾 3 万平方米

的研发中心，3 万平方米产品展示销售中心，以及肇庆新

能源小镇“产学研测体系”其他配套建筑。

荫江西之信汽车有限公司 总用地面积 146亩
江西之信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的专业从事客车

研发、生产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坐落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经济转型产业基地，

占地面积 146 亩，建筑总面积 31040 平方米。

公司采用标准的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是集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系统培训、安装调试、施工建设、售后服务于

一体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在公司筹建阶段，已经集结

了众多从事汽车及新能源领域行业设计研发的专家团队

及相关科技人才，联合研发各项应用技术。

公司立志铸造国内一流产品，以客户利益为中心、以

市场发展为导向、以诚实信用为己任、以实干精神为指导，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增进贡献。

（二）稳健布局推进多元化，追梦千亿级时

代企业
以“之诚至信，幸福责任，发展创新，合作共赢”为经营

理念，以成熟完善的金融配套、风控、增值为核心的资本体

系为支撑，之信控股集团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结合，将

企业梦想融入时代浪潮，扎根实业，不仅积极推动先进制

造业发展，助推区域转型升级，还在生物医药、智慧农业、

奢银艺术等事业板块积极布局，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向千亿级的时代企业目标稳健冲刺。

医养健康要要要之信生物医药

生物医疗产业是造福万代的事业，对人类的健康发展

具有非凡意义。不仅有利于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生活质

量，而且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之信生物医药板块以“NKT 肿瘤免疫细胞治疗”为

技术核心，以浙江作为集团生物医药板块起点，涉及

“预防”、“康养”、“医疗”、“科研”四大领域，全面打造集

“精准医疗、健康养生、大数据平台、技术开发”为一体

的现代医学信息化、智能化的高科技健康管理医疗服

务产业链，旨在成为全国领先的个性化医疗健康体系

创新者。

多年来，集团与清华大学医学中心、上海复星医药、台

湾复宏汉霖等一批医药机构在抗癌医疗项目和技术上的

合作，为更好的治疗人类疾病，解决疑难杂症，贡献了独特

的产品与服务。

NKT 肿瘤免疫细胞治疗作为生物医学治疗的创新技

术，针对癌症的治疗发展，疑难病症例如严重感染、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呼吸衰竭、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等，可以

满足人们期盼的高技术、高水平的生物医学医疗技术服务

需求。

目前，集团旗下已拥有一家综合医院、现代生物细胞

免疫实验中心、医学临床中心、康养基地等机构。

精准助农要要要之信智慧农业

以成都天麒科技为产业实践主体，将人工智能和无人

机创新技术成功应用到农业植保领域。之信智慧农业致力

于改革传统农业的耕种方式和植保技术，是中国农业无人

机的重要企业，作业范围已覆盖中国十大农业省区，面积

达 610 余万亩。

天麒以植保无人机为切入点开创了“智慧农业解决方

案”，产品可自动规划作业路径，有效应对复杂地况，不仅

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体验，也为精准农业实施提供有力保

障。天麒全自主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为人工的 40 倍，可使

作物增收 15%。天麒研发的无人机产品已获专利百余项，

目前已与中国兵器、中国航天科技、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

发展中心达成战略合作。

基于先进的无人机飞控和遥感技术，天麒开发了无人

机无人值守平台、农业物联网传感系统与远程操控系统，

旨在将科技产品植入更多场景，让生产更高效，生活更智

能。

农业，已是一项综合型的生态科学，之信智慧农业旨

在成为此领域最值得信赖的科技公司。

消费升级要要要之信奢银艺术

集团奢银品牌 S.collodi(圣.克洛迪)，专营各式高端银

器皿、银质艺术品，以传承文化弘扬品质生活，传递匠心，

展现人类工艺精华为目标，是欧洲大师级艺术创造与东方

哲思完美结合的典范。

S.collodi 终端形象店已入驻了包括杭州大厦等城市

高端商业中心。以奢银产品为主骨，衍化出众多银茶器、银

酒器、银餐具、银饰品等类型的文化产品、奢银手工制品。

同时搭配节日、商务活动等，可为顾客提供产品定制服务，

展现出了 S.collodi 的诚意和创新。

2018 年，S.collodi 推出了全新产品线“格物”，涵盖了

手工银壶、锡器、紫砂、中式香等，主打传统类中式产品。

2018 年 9 月，格物合作紫砂行业领军者———荆韵文化，双

方共同开发的紫砂国礼系列，成为 2018 年东盟会国礼产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