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敏性物质粉碎过程粉体团聚难
题破解

浙江力普粉碎、收集成
套生产线获国家专利

一种能有效防止可可豆在粉碎过

程中因为温度过高而导致熔化、粘结的

难题，既提高可可粉的得率，又提升可

可粉的质量———粉碎、收集成套生产

线，日前，由中国粉碎技术领航者浙江

力普粉碎设备有限公司研发成功，并获

得 国 家 专 利 （ 专 利 号 ：ZL
201220705939.4）。

可可粉是一种热敏性物质，当温度

高于 36益后会熔化和结块。当用可可豆

生产可可粉时，一般都用粉碎机来粉碎

可可豆。经粉碎成一定的粒度，筛分后

即得到可可粉。在粉碎的过程中，由于

粉碎机中粉碎总成的高速旋转，势必会

产生大量的热量，由此而导致部分可可

粉结块和粘结，导致产品的质量和得率

下降。为破解这一课题，浙江力普进行

了技术创新，在粉碎机上设置出料口和

进风口，粉碎机连接螺旋输送机，螺旋

输送机通过第一关风机连接料斗，粉碎

机的出料口连接第一冷凝管，第一冷凝

管连接集料器的进风口，集料器的出风

口通过第二阀门连接离心风机的进风

口，离心风机的出风口依次连接第一阀

门及第二冷凝管，第二冷凝管连接粉碎

机的进风口。

如今，浙江力普生产的粉碎、收集成

套生产线不仅用于可可粉的加工，还广

泛用在其他热敏性食品的精深加工，深

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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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佳赟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点燃“星期天工程师”

的星星之火，到源源不断输出人才流、信息流，

再到“上天入地”勾勒长三角城市群的“合纵连

横”……浙江横店始终踏着发展“鼓点”，深度

拥抱时代机遇，唱响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

的“横店三部曲”。

借力“长三角”：
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0 多年前，东阳横店还只是一个被称作

“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交通闭塞，人才、技术等

发展资源的匮乏，使其面临“画地为牢”的发展

桎梏。同样，起步于 1975 年的横店集团，也因

人才与技术供给不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成

长烦恼”。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星期天工程师”(当
时对上海、南京等地各大高校、科研院所技术

人员的统称)应运而生，横店集团紧扣时代脉

搏，积极在长三角区域引入“外脑”，小小山村

逐渐汇聚起“星期天工程师”的“朋友圈”。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横店集团对长三

角一体化的探索就开始了。”横店集团董事长、

总裁徐永安说，在“星期天工程师”的帮助下，

横店集团开始进军针织轻纺产业，并迅速发展

壮大，成立轻纺总厂，形成了完整的轻纺产业

链。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永磁事业部研

发部部长杨武国回忆道，30 多年前，“星期天工

程师”们就携技术和项目而来，企业通过消化吸

收、再创新，有效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

沿着这一发展路径探索前行，润物细无声

的改变也在横店集团内悄然发生。

徐永安表示，此后横店集团确立了“非高

科技项目不上”的发展原则。目前已拥有有效

发明专利 800 多项，各类研发平台 56 个；并与

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东南大学

等 13 所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

系。

以借力“长三角”为“突破口”，以改革创新

为“关键词”，横店这片广袤的“新大陆”，迎来

了新一轮的发展蓝图。

融入“长三角”：
扩容发展“辐射圈”

搭乘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快车，横店集团

开始跳脱出原先的“外援式”发展模式，转而

“进化”为产业间的无缝对接、融合发展，这一

愈发灵活的“互动方式”，让横店的影视人才、

优势产业积极“走出去”，亦让资本和项目源源

不断地“引进来”。

今年 4 月，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首个产业

联盟———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首次成员

大会在横店举行，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当选联盟首届理事长单位。

杨武国表示，该联盟覆盖了长三角城市群

中的新材料上下游产业，“抱团集群”可做强优

势、补齐短板，助成员实现“左右逢源”的共同

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发挥优势，与联盟企业

在资金、技术、市场、知识产权等方面开展合

作。”

除了“抱团”发展，多维度打造“智库孵化

器”也成了横店集团融入长三角的新“打开方

式”。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制剂技术部

部长林茜表示：“我们在杭州、上海等长三角区

域都建有研究院，横店则是作为生产‘大本

营’。积极融入‘长三角’，让我们可以‘远程’进

行项目对接和人才‘孵化’。”

从最初的“输血式”引进，到“自身式”发

展，横店集团与长三角经济圈充分对接，推出

技术导入、项目合作等多元“解法”。在这一过

程中，除了收获产业“融合效应”，还有知本流

动所带来的“溢出效应”。

在横店这片热土上，横店集团与上海戏剧

学院创办中外合作办学的横店电影学院项目

正勾勒成形。徐永安介绍道：“横店电影学院的

办学目标，是成为一所国际领先的应用型本科

影视艺术高校，将为浙江打造中国影视文化产

业副中心提供高端人才支撑。”

可以想见，不远的未来，源源不断的影视人

才、项目、资本将从横店出发，循着长三角一体

化的发展脉络，向更深处漫溯，横店这一“中国

影视梦工厂”的“辐射圈”将激荡出新活力。

拥抱“长三角”：
“上天入地”织起交通网

要打开长三角城市间的“合纵连横”，还需

打通交通的“任督二脉”。为了在交通上“攥指

成拳”，横店不断构建起“上天入地”的互联互

通大格局，让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得以循此输

入这片“创新极”。

伴随着螺旋桨的呼啸声由远及近，一架架

通用航空飞机，在横店通用机场缓缓降落。

一直以来，群山掩映中的横店都有一个

“飞天梦”。从 1990 年代筹建东阳横店航空体

育专用起降点，到组建浙江省航空运动学校，

再到 2012 年启动建设横店通用机场，又到

2018 年初横店通用机场正式通航，横店始终

飞在“逐梦征途”中。

目前，横店通用机场除了已开通试运行的

“德清———横店”短途运输业务，还开通了“横

店———上海”直升机旅游包机、航空应急救援飞

行训练等业务，推出了高空跳伞、空中游览、航

空研学、动力三角翼飞行体验等项目。

横店航空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荆周平

表示：“我们将实施 1800 米跑道的改扩建公务

机机场工程，有望把横店机场打造成为长三角

地区乃至全国首个公务机特色机场，以迎接

‘航空+影视+旅游’综合大发展时代的到来。”

“随着横店通航设施更多地应用于短途运

输、应急救灾、高端旅游等领域，横店及周边区

域必将进一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民众的

生产、生活方式也将随之得到更巨大的改变。”

横店集团董事长资深助理杨夷平说。

除了“航空网络”在穿梭密织，横店的“高

铁时代”也正呼啸疾驰而来。为了构建更加完

整的立体化交通体系，横店集团积极助推杭温

高铁项目建设，今后横店到杭州、温州的行程

都将缩短至半小时左右。

当半小时的概念同长三角“交通圈”叠加

起来，不仅使东阳、横店民众翘首以盼的“铁路

梦”照进现实，也让横店与长三角之间实现无

缝对接、融合发展。

从曾经处“江湖之远”的僻远之地，到实现

从“围城”之困到“通衢”之地的涅槃，横店正缩

千里于咫尺，变天堑为通途，将“朋友圈”进一

步融入长三角、迈向国际。

图为记者在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采访 单冠定 摄

拥抱“长三角一体化”浙江横店唱响“时代三部曲”

■ 本报记者 唐勃

“锦江春色来天地”，7 月 20 日，锦江都城

“百店巡礼”启动仪式在成都武侯万达广场隆

重举行。当天，也是锦江都城成都武侯万达赛

康酒店正式开业的好日子，随后在锦江都城成

都武侯万达赛康酒店举行了“寻找遗失的美

好”———锦江都城非物质文化体验活动。

活动开始，首先由主持人详细地介绍了百

家店开业活动的情况。 据介绍，锦江都城品

牌是锦江国际酒店集团旗下专注于有限精准

服务的中高端酒店品牌，专注于传播多元文化

体验的文化产业型酒店运营模式，酒店遍布中

国 90 多个城市。锦江都城成都武侯万达赛康

酒店不仅是锦江国际集团都城品牌的第 100
家店，也是四川成都的第 1 家店。

锦江都城致力于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桥梁，演绎中华传统文化，展现世界多元文化，

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据了解，锦江都城成都武

侯万达赛康酒店拥有极具中西文化品位的艺

术空间构建的 183 间温馨雅致的客房；可同

时容纳近百人用餐的观景餐厅；六间不同风格

的多功能会议室以及大堂吧、健身房等设施，

提供专业、精准且始终如一的高品质商旅服务

和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验。酒店具有独具一

格的川藏元素，将并西藏的元素，融会于都城

酒店之中，这便是都城特色之中的文旅生活。

其别具匠心的酒店大堂神话般的空中悬石及

名人商旅交际场所，致力于提供休闲场所，是

品茗、小憩之地。与此同时，酒店亦拥有有各式

各样的多功能厅，可举办不同形式的多种盛

会，动静皆宜，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

随后，西藏赛康集团领导次旦平措在发言

指出：“锦江都城成都赛康酒店是西藏赛康工

贸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锦江国际集团凝心聚

智携手合作、倾力打造的锦江国际集团旗下的

中高端品牌酒店。而锦江都城成都赛康酒店恰

逢锦江都城品牌加盟百家店，这是我们的荣

幸，能够加盟‘锦江都城’品牌，我们倍感骄傲。

加盟锦江都城品牌，我们看重的是上海锦江国

际集团优质的品牌效应，先进的国际管理理

念，以及集团历史悠久的‘锦江’文化。我谨代

表西藏赛康集团向出席庆典仪式各位领导、嘉

宾和广大顾客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

的感谢！”

紧接着，锦江都城酒店品牌总裁虞瑜在讲

话中强调：“锦江都城是在中国起源、走向世界

的民族品牌。锦江都城酒店是锦江国际集团旗

下的中高端文旅探索型酒店品牌，品牌名起源

于 90 年前的上海。目标客源为全球中产阶级

旅居休闲商务客，凭借品牌国际化团队的管理

让全球游客享受一种别致的文旅待客之道。目

前筹建和开业已超 200 家酒店，遍布中国 90
多个城市，同时也将走向世界。未来五年锦江

都城品牌将在国内发展至 500 家，同时沿‘一

带一路’国家布点 60 家酒店。锦江都城，点亮

心视界。

我们今天携手赛康集团，发扬藏文化，发挥

民族文化的特质，在成都落地后，融会成都本土

的熊猫文化，打造出博大精深的民族品牌。”

据悉，酒店由西藏赛康集团和锦江国际集

团联手打造，极具中西文化艺术品位，融合藏

元素的主题经典酒店，地处成都市武侯万达地

段，交通便利、人气旺盛、商业气息浓厚；酒店

配套设施完善，装修精美，格调高雅，布局合

理。锦江都城成都武侯万达赛康酒店全体员工

将持续加强管理，创新经营，以一流的管理，一

流的服务，一流的信誉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全

心全意为全球宾客创造一个温馨舒适、放心安

全的住宿空间，为成都市旅游业、酒店业的发

展和市场繁荣做出贡献。

在激越的音乐声、热烈的掌声中，成都武

侯万达广场总经理兰山，江苏金盾国际商旅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劲松，赛康集团扎西平

措、次旦平措、云丹平措，锦江都城品牌总裁虞

瑜女士，击鼓开启了锦江都城“百店巡礼”活动

的序幕。

此后举行的趣味运动会把巡礼仪式推向

了高潮。 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吸引眼球的健

身比赛体现出参与者饱满的精神面貌和充沛

的体能，最终奖品花落各家皆大欢喜；之后举

行的互动环节，由主持人、网红直播、讲师等同

时开展了茶百戏互动交流，活跃了现场气氛，

让来宾们在袅袅的茶香和咖啡香以及舒缓的

音乐中获得了轻松惬意、宾至如归的感觉。最

后举行的“寻找遗失的美好”———锦江都城非

物质文化体验活动，非遗茶百戏传承人章志峰

和非遗蛋雕传承人李亚非分别表演了《喜上眉

梢》和《双龙戏珠》，让来宾留连驻足，体验到非

遗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心灵震撼，让锦江都城充

满了人文气息与文化魅力，为本次活动画上圆

满的句号。

在国内汽车行业低迷的背景下，重庆汽车

企业纷纷“各显神通”，依托完备的产品体系和

服务体系，以及在智能网联方向的大力布局，增

强自身市场竞争力。作为我国最早的重卡合资

企业，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汽红岩”）便是其中一例，增资扩能打造智

能化工厂，销量一路飘红，还打造了互联网梦想

卡车，开启国内重卡智能网联化全新时代。

打造智能化工厂
成为“工程之王”

2018 年首届智博会期间，上汽红岩投资

21 亿元与重庆两江新区签约，扩建二期项目

生产线，打造全新智能化工厂，将商用车整车

年产能从 4 万台提升至 12 万台。待工厂顺利

落成，预计产值将达到 250 亿元。

此外，上汽红岩的销量也一路飘红。2019
年 1-6 月，上汽红岩累计销售重型卡车 31337
辆，其中工程自卸车占据行业 20%左右的份

额，实现了对国内自卸车细分市场龙头地位的

“垄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程之王”。其中，

今年 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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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成的标准车型，成为政府首批推广的法规版

车型。

走出国门 逐梦“一带一路”

地处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联结点，两

江新区目前正加速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努力成

为重庆发挥“三个作用”的先行区示范区。

在此背景下，上汽红岩抢抓机遇，加快

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布局———今年 5
月，上汽红岩自卸车陆续走出国门，出口东

南亚、非洲、南美洲，成为当地城市建设的

中坚力量。在南美洲，玻利维亚总统曾亲自

驾驶一辆红岩新金刚自卸重卡，率领 50 余台

红岩车队前往工地现场；在中亚地区的哈萨

克斯坦等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环

保清洁、和市政工程等各个领域，上汽红岩

被广泛应用。

“‘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商用车市场的拉动

更为直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前提，

基础设施建设将率先得到资金扶持和优先推

动，因此卡车作为基础建设的必备工具首先受

益。”上汽红岩有关负责人认为。

转型升级 打造互联网梦想卡车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新业态下物流、工程

建设需求的提升，对商用车提出了全新要求：

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逐渐融入到商

用汽车产品及商业模式中，商用车产业处于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上汽红岩选择了顺势而

为。2017 年 12 月，上汽红岩首款真正意义上

的互联网梦想卡车面世，正式开启了国内重卡

智能网联化的全新时代。

在梦想卡车上，各种科技辅助手段的应用

达到了全新的水平，实现了“e 交互”、“e 同

聊”、“e 路行”、“e 诊断”、“e 安全”、“e 起乐”、“e
平台”七大特别功能。强大的人工智能语音交

互系统，让用户如同拥有一个智能助理在侧，

只需语音交流即可控制驾驶室内各项功能的

操作。此后，智能网联 6伊6 全驱大件运输车、第

一款基于高端卡车改装的自行式 A 型房车、车

罐一体智能危化车等产品接连问世，智能卡车

的谱系不断扩充。

前不久，上汽红岩还与运管家、重卡汇联

手打造重卡 TMS-SaaS 平台，实现在线派单、

在途可视化跟踪等一系列线上功能。

重庆汽车玩跨界
将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基地

对于重庆的各大车企来说，上汽红岩只是

一个缩影。此前，重庆汽车行业集中在新能源

和智能化的融合方面，早已上演多次“跨界”合

作。例如，长安汽车与腾讯成立的合资公司，专

注于在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打造面

向行业的开放平台；力帆汽车、盼达用车加入

百度 Apollo开放平台，三方将推动无人驾驶在

共享汽车商业化场景的实际应用；小康股份也

和阿里巴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应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AI)、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数字化设计

开发、智能制造、商业模式创新、服务质量及效

率提升、驾驶体验智能化等方面深度合作，共

同加速智能汽车产业化发展进程。

市经信委相关人士表示，新能源和智能化

将在重庆汽车产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到 2022 年，重庆将年产新能源汽车约 40 万

辆、智能网联汽车约 120 万辆，成为全国重要

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研发制造基地。

渊杨建冤

瞄准东盟市场
企业“掘金”广西边境
加工物流业

“广西凭祥是中国通往东盟国家最便

捷的陆路口岸，我们深耕于此，目前万通物

流园已有百余家物流公司进驻，货运车辆

日流量达到 800 多车次以上，成为当地最

大物流配送中心，初步形成农产品水果加

工包装、仓储、配送和交易于一体的流通平

台。”广西凭祥万通公司董事长王刚 19 日

介绍说。

当天，在凭祥电商物流产业发展恳谈会

暨重大产业项目签约仪式上，广西凭祥万通

公司与广州江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

订凭祥·江楠(东盟)农产品智慧交易中心项

目运营协议。相关跨境物流、水果加工、电子

元件加工等多个项目亦签约落地凭祥。

凭祥市与越南一市三县接壤，边境线

长 97 公里，素有“中国南大门”之称。凭祥

处于“一带一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

核心节点，是广西口岸数量最多、种类最

全、规模最大的县域口岸城市。

中共凭祥市委书记、广西凭祥综合保

税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方红称，该

市打造的到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

国家的物流线路已非常成熟，同时已与重

庆等内陆及沿海其他综保区合作，开拓更

多的东盟国家经由凭祥市，通过苏满欧、渝

新欧、郑新欧等中欧班列到达欧洲的物流

线路，连接从东盟延伸至欧洲的陆铁物流

大通道。

随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快速增

长，越来越多的企业抢滩凭祥加工物流业

拓展东盟大市场。近年来，超过 200 家企业

入驻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深圳三诺集团、

广州领航集团、郑州云调味公司、长沙红星

集团等一批行业领军、品牌影响力较大的

企业纷纷落户凭祥。

“凭祥区位优势卓越，可以说这里商机

无限。”广州江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灿江称，将发挥凭祥口岸优势，着力将凭

祥·江楠(东盟)农产品智慧交易中心项目打

造成为中国农副产品进出口最重要的集散

中心。 渊杨志雄冤

重庆汽车产业玩跨界：重卡爱上智能网联化

百家耀启 “锦”上添花

锦江都城“百店巡礼”仪式在成都盛大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