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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受惠于全球经济稳定回升及新兴市场增长，中集集团前三季度多

业务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集团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我们通

过全球资源整合，完成了对新加坡德利国际反向收购，成立了集团旗下第二家上

市公司，全面提升我们所进入行业的综合竞争力。目前，我们在保持集装箱、道

路运输车辆业务传统优势的同时，能源化工及食品装备、海洋工程、物流服务、

空港设备、金融等业务正加速成长，夯实多元化产业集团的基础。

此外，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海洋工程业务在 2014 年上半年取得的重要进展。

中集来福士同比扭亏为盈，前三季度保持了高速增长，目前手持订单超过 40 亿

美元。海洋工程业务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 3 个制造基地、3 个研发中心

的产业布局。目前我们还正在艰苦地工作，希望 2014 年海工业务能为所有关注

与支持我们的伙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从传统制造到高端装备制造，

从制造到“制造 + 服务”，我们在夯实发展基础的同时，将努力探索多元化产业

协同之道，不断革新商业模式，为客户创造新价值。2014 年，中集值得您期待！

《今日中集》編輯部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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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动态︱News Updates

中集集团
发布业绩半年报
海工同比扭亏为盈
2014 年 8 月 26 日，中集集团在香港召

开 2014 年上半年业绩沟通会。集团总裁

麦伯良、财管部总经理金建隆、董事会

秘书于玉群出席沟通会。

2014 年度中期业绩中，营业收入稳步增

长 12.11% 至人民币 320.46 亿元，净利润

大幅上升 87.51% 至 10.35 亿元。

集团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集团海工业务在建项目实现交付，

相比上年同期扭亏为盈；能源、化工及

液态食品装备等业务继续保持增长；而

上年同期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影响，集

团业绩处于低迷状态；以及于报告期内

转回已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外企业

预提所得税对业绩带来的正面影响。

集团执行董事兼总裁麦伯良先生表示：

“虽然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仍然存在不

确定性，中国经济复苏缓慢，但集团的

业务强势复苏，收入和利润较去年同期

升幅强劲。集团加快了产业升级的步伐，

一方面重点发展天然气装备、海洋工程

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业务，另一方面着手

发展金融、物流装备与服务等现代服务

业务。集团已经具备了多元化业务组合，

并在国内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

营业收入人民币

320.46亿元

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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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集团与江门市人民政府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2014 年 5 月 14 日，江门市委副书记、

市长庞国梅一行三十人来访中集集团总

部，集团总裁麦伯良、副总裁刘学斌、

副总裁张宝清、战略发展部总经理秦钢、

中集地产总经理禹振飞、中集模块化总

经理刘金蕾、中集车辆园总经理叶茁及

其他相关人员参与接待。

本次会谈旨在原有中集集团与江门市政

府前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新的合作项目及合作领域，并正式建立

双方战略合作伙伴机制，切实保障后续

项目顺利开展。

庞市长一行首先参观了中集产品展厅，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秦钢向江门考察组介

绍了中集发展历程、主要业务板块及产

品，以及集团多元化发展的战略布局。

麦总重点介绍了中集近几年转型升级情

况、中集多元化跨国产业集团架构、中

集混合所有制体制优势及中集核心经营

理念等内容，并回顾了中集与江门市的

合作历程，希望后续与江门市进行更广

泛、更深层次的合作，对已达成合作意

向要求项目一定要抓紧落实。

庞市长对中集升级发展表示高度赞赏，

江门市政府非常重视与中集集团的务实

合作，认为中集和江门已经有了很好的

合作基础，对中集一揽子的合作项目计

划表示强烈支持，希望以此次战略合作

机制建立为契机，双方有效对接，加强

交流，共同推动双方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会谈后由集团副总裁张宝清与江门市副

市长吴国杰签订中集集团与江门市政府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主要领导进行

见证。

中集集团发布首部3D动画 
《集装箱改变世界》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 •莱文森曾经写过一

本书，叫《集装箱改变世界》。这本书

作为比尔 •盖茨的案头读物，后来得到

了这名世界顶级商业家的亲手撰文推

荐。他在文章中这样说道：“在 20 世纪

下半叶，一项将改变全世界经商方式的

革新出现了。起初，有些人把它当作一

种时尚放弃了，其他人则继续坚持着，

坚信它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在这

个工具上下了大赌注的公司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而其他公司却以破产告终。最

终，这项革新加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全

球化进程。”

正如他所说，在集装箱出现之前，美国

的沃尔玛、法国的时装绝对不会全球遍

地开花。而在集装箱出现之后，货运变

得如此便宜和迅捷，以至于一种商品在

中国生产，运到纽约销售，远比在纽约

郊区生产该商品更为划算。至此人类真

正拉开了全球高效物流的序幕，实现了

地球村理念。

集装箱成功的秘密到底在哪里？总裁办

公室协同集装箱板块、南方物流倾力打

造的首部 3D 动画《集装箱改变世界》，

为您解答。

2014 年 9 月 23 日下午，深圳市长许勤

一行到访中集集团，实地了解企业经营

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面临的问题。

中集集团是深圳市十家“市长挂点服务

企业”之一。许勤听取了中集发展情况

和前海项目专题汇报，高度肯定了中集

扎根特区 30 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他寄望

中集将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和城市需求

紧密结合，抢抓机遇、借势借力，加快

转型升级；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海洋

强国战略，以及深圳培育海洋产业、湾

区经济中，发挥龙头企业骨干作用。

深圳市政府秘书长徐安良，市经信委、

市科创委、市规土委、市教育局、市外

办、市投资控股公司、前海管理局以及

南山区政府等有关部门陪同调研。中集

集团总裁麦伯良接待了调研组，副总裁

吴发沛，资金管理部总经理兼前海办公

室主任曾北华，总裁助理兼战略发展部

深圳市长许勤调研中集

断的升级过程当中，提升企业的发展水

平、发展规模、发展质量，在这个过程

当中取得的成绩给予祝贺和充分肯定

的，我对未来中集的发展充满信心。

许勤说，从麦总身上可以看到特区第一

代创业者的特区精神，看到他不懈的追

求，看到他人生奋斗的志向，麦总可以

说是我们特区人的第一代开发者的典型

代表，也是我们深圳引以为骄傲的最优

秀的企业家之一。

通过此次调研，深圳市政府层面对中集业

务发展的最新情况特别是海工产业的发

展、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转型升级战略等

有了全面和深度的了解，对中集集团取得

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认可和赞赏。对于中集

发展海洋金融与高端服务业务的构想有

了深刻理解，对中集在深圳产业发展中将

会扮演的角色有了全新的认识。

总经理秦钢，总裁办公室主任郑源华，

中集在深企业有关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麦伯良总裁以中集海工发展为例，向许

勤汇报了中集高层业务多元化布局的战

略举措；管理层基于市场后市的长期看

好，承担了近 30 亿元的战略亏损，一方

面展示了集团发展新业务的强大实力，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集管理团队“谋定

而后动，志在必得”的信心和决心。

许勤充分肯定中集加快转型升级所取得

的成绩，对中集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

说，中集是我挂点的单位之一。调研中

集的目的主要是进一步支持中集做大做

强，支持中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开放

发展。

许勤指出，中集伴随着特区一起成长，

而且是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革、不

敬请通过中集官方微信浏览该动画，

微信公众号：CIMC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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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飞·多瑙河”诞生！
首艘9200TEU集装箱船
正式交付

2014 年 6 月 25 日，法国第一、世界第

三的全球船公司——达飞海运集团 (CMA 

CGM) 订购的 10 条 9200TEU 集装箱船，第

一艘交接船暨命名仪式在长兴岛举行。这

是世界顶尖船运公司首次大批量在中国

订购集装箱船舶。

在该项目中，中集是项目总包解决方案的

提供者，中集融资租赁公司作为船东，成

功扮演了资源整合者的角色，由中集上海

海工研究院作为船舶设计方，为客户达飞

集团提供融资及船舶设计服务。融中国资

本、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于一体，“四两

拨千金”，在造船业开创性地提出“金融

+ 服务 + 制造”一体化解决方案，获得国

际顶尖船务巨头青睐。

在中集、法国达飞、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BV 船级社、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工银亚洲、中国银

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

银行、Reed Smith 律师所、本船船长等代

表及邀请嘉宾的见证下，中集融资租赁公

司总经理王志武与大连船舶重工集团、中

国船贸代表在交接船证书上签字，象征第

一艘 9200TEU 集装箱船正式完成交接。

中集资金管理部总经理曾北华作为本船

命名的嘉宾，面对9200船饱含深情宣布：

“我命名你为 CMA CGM DANUBE 达飞 •多

瑙河轮，祝你吉祥、幸运，在大海航行中

一帆风顺，愿你给大船集团带来荣誉，给

中集、达飞带来滚滚财源！”曾北华挥下

手中砍缆斧，新生的“达飞 •多瑙河”轮

将满载业界的深情厚意和殷切期望，驶向

亚欧航线。

作为“达飞 •多瑙河”轮的总设计师，胡

安康对这艘船的诞生和交付由衷感到骄

傲。胡安康强调，这个项目凝聚了产融协

同的心血，真正解决了科研生产、科研金

融的问题。

达飞轮船亚洲区高级副总裁 Mr. Lars 

Karstrup 对“达飞 •多瑙河”的设计建造

能力大加赞赏，首艘船的交付，表明中国

能建造高质量船舶。全体船员以与中集协

同合作，邀请曾总命名感到自豪。他强

调，这是达飞从中国船厂建造的第一条集

装箱船舶，希望有进一步合作。

法国船级社作为监制单位之一，见证了达

飞对这个项目的认可。达飞曾向他们表

示，这艘船完全能比肩国际一线日韩船厂

运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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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财富中国500强出炉 
中集、安瑞科双双入围

2014 年 7 月 14 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

2014 年中国 500 强排行榜，中石化、中

石油、中国建筑蝉联前三；京东商城等

36 家新公司首次上榜。今年中国 500 强

的门槛继续提高，达到了 82.3 亿元人民

币，同比涨幅达 13%。该排行榜被视作一

年一次的上市公司检阅，是研判中国经济

大势的市场指标之一。

中集集团以 578.74 亿元的营业收入居 99

位，仍在百名之列；集团旗下八大业务

中集集团以 578.74 亿元的营业收

入居 99 位，仍在百名之列

578.74亿元

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以 99.81

亿元营收排名 439 位

99.81亿元

中集集团履行社会责任 
获“五星级企业”评价

2014 年 7 月 26 日，由中国工业经济联

合会主办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助推提

质增效升级——2014 中国工业经济行业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暨首届中国工

业企业履责星级榜发布仪式”在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行。中集集团与参会的 92 家

企业共同发布了 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

告，中国工经联、联合国工发组织正式

发布了“2014 首届中国工业企业履责星

级榜”，授予中集集团等 39 家上榜企业

“中国工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五星级企

业 (2014)”。

此次发布的 201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全面

反映了过去一年来集团在追求自身发展

的同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及

板块之一的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以

99.81 亿元营收排名 439 位，较 2013 年的

450 位再次拉升。安瑞科营业收入、利润

均实现了超 20% 幅度的高速增长。

今年上榜公司的总收入、总利润的增长

也实现了“两双”：其中总收入达到了

28.9万亿元，继续占到GDP的一半以上，

相比去年增长了 10.4%；利润则增长了

13.5%，达到了 2.5 万亿元。

2014 年 8 月 21 日，第三届五洲工业发

展论坛在深圳市五洲宾馆举行，并颁发

首届“深圳工业大奖”。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

会会长李毅中；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

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环；深圳市副

市长陈彪；多个国家的驻华高级官员及

400 多名企业家和高管出席了论坛。

首届深圳工业大奖由深圳工业总会和深

圳商报联合举办，此次的独立评审团成

员由来自深圳市政府、行业协会和研究

机构的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中集集团总

裁麦伯良、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比

亚迪董事长王传福等 10 位工业家获首届

中集集团荣获 
首届“深圳工业大奖”

“深圳工业大奖工业家”荣誉称号，中

集集团、中兴通讯、比亚迪、创维、迈

瑞等10家企业获首届“深圳工业大奖”。

在颁奖环节中，还现场播放了中集集团

突出强化“海工新形象”的介绍短片。

配音文字为：“创立于 1980 年的中集集

团，全力进军高端装备制造业，已经发

展成为中国海洋工程的领导者，参与全

球市场竞争。四年来，中集已成功交付

8 座深水半潜式平台，占国内市场份额

的 3/4。目前，中集手持半潜式平台订单

总额超过 400 亿人民币。”

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及取

得的成效，是集团与利益相关方全面沟

通交流的重要载体。对于畅通企业与政

府、行业、社会的沟通渠道，树立负责

任上市公司形象，促进经济、社会、环

境的和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4 首届中国工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星

级评价（以下简称“星级评价”），是

中国工业领域首个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水平、实践绩效进行全面、综合评价的

活动。

本次发布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

境保护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质量监

中集第四届科技节开幕 
首设千万大奖激励内部创新

6 月 30 日，中集集团第四届科技节开

幕，本次展会以“智 •汇 •中集”为主题，

旨在展示中集集团最新的科技成果，展

会将持续到 7 月 2 日。今年亦是首次设

立并颁发总额千万元的科技大奖，因评

选严格，金银奖空缺，中集安瑞科大容

积轻量化 LNG 半挂车摘得铜奖。这也

是继协同大奖颁出后今年第二个出炉的

大奖。

与前三届仅作内部交流不同，第四届科

技节首次对公众、投资者开放，中集集

团期望以更加开放、公开的态度，将中

集优秀的创新理念和成果展示给社会各

界。

展会期间，中集还将举行产业发展论

坛，科技创新展会，板块专题会议，并

组织与会人员赴广东省内优秀企业交

流、参观。除中集内部交流之外，本次

展会还邀请了中小股东、研究机构、海

外客户以及相关的政府协会人士参加。

集团副总裁、集团科技创新与信息化委

员会召集人张宝清，宣布科技创新展览

会开幕。

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导，中国工

业经济联合会主办，中国煤炭、机械、

钢铁、石化、轻工、纺织、建材、有色、

电力、矿业（联合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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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集团携手希尔顿 
又一酒店项目落地英国
现在的建筑，不管是板楼，或是塔楼，都是框架式的，而未来

的建筑应该将是单元体结构，拼插模块式的，更多体现仿生学

元素。中集集团的模块化建筑已经走在了前列。截止 2013 年

底，希尔顿品牌在84个国家拥有4080家酒店，672000间客房。

此次与中集集团合作的希尔顿汉普顿酒店位于英国布里斯托机

场附近，该酒店在行业内屡获殊荣，主要服务于注重价值品质

的旅客，拥有商务和休闲旅客所需的一切服务和设施。

该项目配有 201 套简洁舒适的房间，共 4 层，单个房间内 21

平米的使用面积完全可以满足商旅客人的各种需求。酒店

希尔顿汉普顿酒店样箱已于今年 5 月正式生产

装修完成，是希尔顿酒店集团新版设计规范的

第一个实体样箱，得到了其设计总监 Dan Reed

的高度认可。

样箱的成功验收，不但用事实证明了中集模块

化建筑产品的质量和装修水平，同时也巩固了

希尔顿对中集模块化建筑的信任，为以后的战

略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该项目的前期设计已

经基本完成，批量生产已于今年 8 月开始。

全部采用中集模块化建筑体系搭建，中集模块化建筑（英国）

公司作为项目的开发商和总包方，提供建造审批、方案设计、

现场搭建、项目管理等多项一站式“交钥匙”工程服务。

此外，中集继续沿用创新的产融结合商务模式，由中集融资租

赁提供便捷、高效、有市场竞争力的融资借贷服务，加速资金

周转，缩短回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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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冷箱&青冷特箱 
喜获北美内陆箱近千台大单

2014年6月23日，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以

下简称 CP）客户回传过来签字后的近千

台北美内陆箱采购合同，宣告为期 40 天

的竞标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出击，我们

完胜当地传统供应商，获得了客户所有

订单。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批订单是整

个加拿大市场历年最多的一批，也是青

岛冷箱 & 青冷特箱自成立以来获得的最

大特种箱订单！

CP 是我们在加拿大市场的主要客户之

一，在当地陆路运输中占有很大比重。

北美内陆箱近千台大单的成功取得是公

司重视特箱市场研发与开拓重要战略举

措的落实，与当前相对低迷的集装箱市

场形成良好的互补，对公司释放产能，

提升特箱线生产效率，锻炼员工队伍，

创造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大订单

的批量操作，对青冷特箱在北美市场地

位的稳固、市场占有率等具有重要影响，

奠定了公司在北美市场的领导地位，对

未来客户的维护、稳定市场格局都具有

很好的示范性效益，也对未来青冷特箱

新厂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扬州通利“发电设备箱”亮相第二届 
（南京）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2014 年 8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南京出席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

会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与此同

时，全力保障青奥会期间各项用电供应

万无一失，是支撑青奥会顺利、安全开

展的重中之重。值得一提的是，扬州通

利与世界知名 AGG 发电机公司合作生产

的发电设备箱也在此次南京青奥会上登

台亮相，成为支撑青奥会顺利开展的“幕

后英雄”之一。

扬州通利与世界知名 AGG 发电机公司合

作，为 2014 年南京青奥会提供的发电设

备箱以环保、可移动、便捷为特点，主

扬州润扬草原移动诊所
落户内蒙古

2014 年 9 月 24 － 25 日，内蒙古呼伦

贝尔市额尔古纳市乡镇卫生院王志国院

长、王占梅院长，陈巴尔虎旗卫生局基

层卫生科何科长及扬州市科技局相关领

导来到扬州润扬物流装备有限公司，参

加“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草原移动诊所应

用与发展研讨会”。

扬州润扬的草原移动诊所恰恰适合于内

蒙古地区，最大的优点在于草原移动诊

所中所配置的各种医疗器械的运用性非

常简单便捷、操作方便、功能集成度高、

高度友好的界面，非常符合内蒙古农区、

牧区、林区、山区等多种地域特征，同

时以流动、驻地相结合的形式覆盖牧民

医疗。

扬州润扬是中集集团集装箱板块内仅有

的 4 家特箱工厂之一，重点实施模块化

建筑研发和创新应用。2011 年初，扬州

润扬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受国家科技部委托共同承担“科技援非”

项目，重点开展模块化建筑在基层医疗

领域的应用研发。经过双方精诚合作，

2012 年 10 月全球首套装备有先进医疗

硬件和医疗信息技术软件的基于集装箱

的模块化箱房医院和单体箱房诊所在扬

州润扬诞生。2013 年 4 月雅安地震，扬

州润扬受中集集团委托快速反应，火速

向灾区捐赠了一套模块化箱房医院，并

获得多方赞誉。2014 年 7 月扬州润扬启

动了与东软集团的健康医疗板块战略合

作关系。

要由发电机箱、变压器箱、油罐箱等箱

型组成，其发电设备总功率达 35 兆瓦，

是南京奥体中心开闭幕式、主媒体、比

赛场所的主用电源及备用电源。

此外，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

巴西世界杯等之后，扬州通利与 AGG 公

司再次合作为世界级赛事及盛会提供产

品服务支持，已多次获得世界级赛事、盛

会承办单位的认可及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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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东岳1030辆专用车 
启程远赴安哥拉

中集车辆集团国家级项目“甩挂运输
车辆轻量化技术研究”通过验收

2014 年 7 月 22 日－ 23 日交通运输部

甩挂运输重大科技专项“甩挂运输关键

技术与示范”的验收会议在北京召开，

专家组听取了中集车辆集团负责的项

目三“甩挂运输车辆轻量化技术研究”

（任务书编号：2011 318 440 470）项

目组的汇报，并顺利通过了专家组验

收。专家组对车辆轻量化技术研究取得

的项目成果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

甩挂运输车辆轻量化技术研究项目于

2011 年 7 月份在交通运输部科技司立

项，是交通运输部甩挂运输重大科技

专项“甩挂运输关键技术与示范”中六

个项目之一，是唯一一个由企业承担的

项目。项目研究包含甩挂运输半挂车、

牵引车的轻量化技术研究和样车开发，

以及促进甩挂运输发展的政策研究。

中集车辆集团获得国家财政部拨付 330

万元项目经费，这也是中集车辆集团第

一次承担国家项目。

该项目研究成果之一—扬州中集通华

开发的整体承载式轻量化厢式半挂车

（整备质量 7700kg）和一汽解放开

发的 6×4 轻量化牵引车（整备质量

8140kg）在定远试验场和长春通过 3

万公里可靠性路试，并进入国家甩挂运

输推荐车型目录。

通过承担“甩挂运输车辆轻量化技术研

究”项目，积累了开展国家项目研究的

经验，锻炼了队伍；为国家推广甩挂运

输模式，提供了半挂车与牵引车轻量

化产品、轻量化技术和发展政策建议，

提升了中集车辆集团的行业形象，对甩

挂运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14 年 8 月 8 日，中集东岳公司自创建

以来最大的一批订单 1030 辆出口专用

车，在一片欢呼和祝福声中，于万事达

厂区分批统一集结，正式启程前往山东

龙口港，再经海运远赴非洲安哥拉。

2012 年底，安哥拉政府为尽快实现其战

后的国家重建，特委派军方驻中国采购

商，点名要在中国采购 1000 辆中集挂

车，30 辆液罐车，并通过网络联系到了

我公司业务人员。2013 年初，一份由国

务院签署，中国重汽集团进出口有限公

司签字，中集东岳公司组织生产的合同

书正式签字生效。

我公司本批出口挂车为安哥拉政府军方

向中国重汽集团打包采购的一部分，

1000 辆挂车全部为集散两用半挂车，总

金额 1 亿多元，安哥拉采购商结合其国

内道路凹凸不平的实际，要求挂车一律

采用单点悬挂结构，带自动供油系统，

设计采用有限元分析，以满足客户的实

用要求。本批出口产品要求标准远高于

国内现有车辆，不仅要求产品外形美观，

而且强调焊接质量要达到国际标准，且

面漆耐候性强，符合远洋运输要求。

2014 年 8 月 14 日 9 时，以“畅交通，

促合作，兴产业”为宗旨的“首届丝绸

之路国际卡车集结暨物流管理创新大

赛”启动仪式在素有“新亚欧大陆桥东

端起点”之称的连云港东疏港公路宿城

卡口举行。此次活动由国家交通运输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意在

推动交通运输业成为助力“一路一带”

战略的先行军。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

运输司司长刘小明、江苏省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陆永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叶林等人出席会议并作重

要讲话。刘小明为国际卡车集结赛和两

项活动授旗，并与活动经过的江苏、河

南、陕西、宁夏、甘肃、新疆六省区交

通运输厅负责人共同按下了活动启动按

钮，参赛车队鸣笛发车。在“中集联合”

“中集联合”车队亮相 
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卡车集结赛

队方面，南通罐箱、罐车公司副总经理

鞠晓锋、联合卡车营销公司副总经理沈

扬波等人参加了启动会。

作为中国交通首次现代物流路演行动，

“丝绸之路国际卡车集结赛”吸引了行

业内外各界人士汇聚连云港。在人头攒

动的启动仪式现场，国内先进的卡车装

备、优秀的物流企业、卡车司机不仅以

最直接的方式诠释着我国交通运输物流

发展的新成就，亦纷纷在媒体的“长

枪短炮”面前竞相角逐。其中，不乏

J6p350 马力重卡等车型。

“中集联合”车队参赛的两辆车型以高

大帅气的外观形象、气宇轩昂的内涵气

质，惹人注目的设计风格出众夺彩。据

悉，此次参赛的两辆中集联合卡车车型

颇有看点，在国际卡车集结赛事倡导的

“绿色安全驾驶”理念下，联合卡车刚

赴京载誉“2014 中国绿色物流最佳技术

装备奖”而归的 K13N 牵引车，以及联合

卡车品系中的节油大赛冠军车型 K12 420

马力牵引车双双亮相，上装分别是中集

安瑞科旗下的南通中集“洁能瑞”低温

(LNG) 运输车、中集车辆旗下的银牌厢式

车，不仅在现场受到多家媒体青睐，在

从安徽芜湖驶往连云港的路上，也颇受

行人关注。与“中集联合队”同时参赛

的还有和众解放、中国邮政、中远物流

福田戴姆勒、吉运集团、狮桥物流、上

海三思、天地华宇、德邦物流等 8 家物

流企业。参赛车队将从东至西，行程将

驰骋大半个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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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瑞科气体机械 
首次海外EPC工程项目

中集集团旗下安瑞科气体机械气体机械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5 日成功签署国际首创压缩天然气运输船 (CNG Carrier) 项目，

用于印尼的 Gresik 到 Lombok 岛的天然气运输。

该项目是中集安瑞科，中集上海海工院及印尼的 EPC 公司作为

联合承建单位，是以安瑞科气体机械为主导并整体协调管理的

安瑞科气体机械大容积 
碳纤维缠绕气瓶研制成功

2013年10月30日，安瑞科气体机械公司正式启动了 ISO 11515缠绕

瓶认证项目，通过设计图纸，工艺下达，实验试制，检验整理，认证

审核等环节。终于，在 2014 年 8月4日和 8月7日，分别收到了来

自 TUV SUD 和 BV船级社对 ISO 11515（注：Gas cylinders — Refillable 

composite reinforced tubes of water capacity between 450 L and 3000 L 

—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testing）缠绕气瓶新设计颁发的型式试

验证书和产品批准证书。

这将意味着安瑞科气体机械气体机械有限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一家

按照 ISO 11515 标准设计制造大容积碳纤维缠绕气瓶的公司，在大

容积气瓶设计生产方面又一次走到行业前列。

荆门宏图与华强燃气 
联手建造国内首座加气趸船

继荆门宏图相继建成国内首座岸基式加气站及海上 LNG 运输

船后，近日，公司又与安徽华强天然气有限公司联手建成国内

首座符合国家行业规范的 500M3 加气趸船。荆门宏图还与华

强燃气就未来在 LNG 领域进一步合作进行了良好洽谈并成功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武汉船级社总工程师邓金树、产品检验处

长吴华方到场参加了签约仪式。

荆门宏图于 2009 年开始涉足江海（内河）LNG 运输装备技术

研发，5 年多来，公司在项目技术研发上投入资金超千万元，

已成功积累了丰富的 LNG 航运装备建造经验，并逐步将陆上

加气站整体解决方案覆盖到水上，形成了以船用 LNG 储罐、

LNG 运输船、岸基式 LNG 加气站、LNG 加气趸船等为代表的一

系列水上航运 LNG 技术装备产业链。

此次荆门宏图在业内率先与华强公司合作批量建造 500M3 加气

趸船及水上 LNG 加注站点，以期进一步推动水上 LNG 加注行

业的健康发展，展现行业领先企业的社会责任。荆门宏图总经

理霍拉庭表示：随着国家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政策的实施，开展

和推广船舶应用天然气，普及船舶“油改气”项目大势所趋。

船舶“油改气”项目大有可为，荆门宏图将立足于此，愿意为

国家新能源推广和利用作出新贡献！

国际投标合作项目。整个项目包含三大工程：加气母站的压缩

储气装置、CNG运输船及船上储气装置、子站的储气卸气装置。

此次合作，是安瑞科气体机械在海外首次 EPC 工程项目，

开启了气体机械公司业务领域的新篇章。目前，安瑞科气体

机械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母站压缩储气及船上储气装

置的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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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集团
以组合优势进军巴西
海洋油气装备市场

CIMC today 今日中集18

巴西当地时间 5 月 22 日下午，由中集

来福士设计建造、中集租赁提供融资

租赁支持的深水半潜式起重生活平台

“OOS 格雷塔”和“OOS 普罗米修斯”

交付仪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巴

西石油天然气管理局原局长利马、巴

西国家石油公司和荷兰OOS公司代表，

中国驻巴西使馆经商公参王庆元、中国

驻里约总领事宋扬、中集集团副总裁于

亚、中集融资租赁海工船舶部经理张阳

以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公司和中

资企业代表出席了仪式。

此次交付的两座自主设计、具有完整

知识产权的深水半潜式起重生活平台，

2014 年 3 月先后抵达巴西，在不到一

个半月时间内顺利完成各项检验，已

于 4 月 18 日开始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提供作业服务。其中“OOS 格雷塔”

成为目前在巴西海域最大的深水半潜

式起重生活平台。两座平台在巴西的顺

利交付，标志着中国企业自主设计的深

水半潜式起重生活平台首次被国际主

流用户认可，是我国海洋工装备制造领

域的又一突破。

巴西石油天然气管理局原局长利玛先

生曾于 2010 年考察过中集来福士。在

交付仪式上他称赞这个项目的成功交

付是中巴能源合作的一个标志。利玛认

为巴西海工装备市场潜力巨大，目前

的时间窗口非常合适，希望中国企业

不断加强与当地企业在海工装备设计、

建造上的合作，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合

作双赢。

中国驻里约总领事宋扬指出，此次两

座深水半潜起重生活平台的顺利交付，

是中巴两国扩大能源合作的又一见证。

相信两座平台的成功作业，能为巴西海

洋油气资源开发作出贡献。

中集集团副总裁于亚表示，要更多了解

巴西深水平台市场需求，加强巴西企

业合作，努力为客户提供融资、设计、

建造的“一揽子”服务。

“OOS 格雷塔”平台总长 137.75 米，

型宽 81 米，型深 39 米，最大可变甲

板载荷 7070 吨，额定居住 618 人，最

大起重量 3600 吨。该平台首次采用无

横撑非对称主船体结构，航速从 8 节提

高至 12 节，可抵御最大 22 米波高的

海况，适用于西非、巴西、墨西哥湾及

北海南部等海域。“OOS 普罗米修斯”

平台，总长 118 米，型宽 70 米，型深

38 米，最大可变甲板载荷 5000 吨，额

定居住 500 人，最大工作水深 1000 米，

最大起重量 1100 吨。两座平台共拥有

12 项国内外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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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18 日，中集来福士为挪威

Beacon 公司建造的北海深水半潜式钻井

平台 Beacon Atlantic 在烟台开工建造。

这是中集来福士为挪威北海建造的第六

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将于 2016 年

交付。North Sea Rigs 公司董事长 Heidi 

Baugsto，DNVGL 烟台区域经理孙光，中

集来福士总裁于亚、副总裁姜隽、副总

裁赵晖、副总裁刘燕嘉等相关人员出席

了开工仪式。

中集来福士第六座 
北海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开工建造

中国海工企业交付的深水半潜式钻井平

台，建造质量和作业性能获得挪威北

海主流客户高度认可。2014 年 5 月，

中集来福士向中海油服欧洲钻井公司

(CDE) 交付的第二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

台 COSLInnovator，在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Statoil) 对其在北海作业的 22 座海上平台

中集来福士COSL系列平台 
连获月度最佳

中集来福士此次开工建造的北海深水

半潜式钻井平台 Beacon Atlantic，总长

106.75 米、型宽 73.7 米、型深 42 米，最

大作业水深 500 米，最大钻井深度 8000

米，采用 GM4-D 设计，是中集来福士在

总结前面 5 座系列化北海深水半潜式钻

井平台设计建造经验基础上，与欧洲设

计公司 Global Maritime 合作进行升级优

化，中集来福士拥有 GM4-D 设计 80% 知

识产权。该平台专为挪威大陆架和北海

海域设计，可在包括北极圈内巴伦支海

等所有挪威海域作业，装备有 NOV 最

新设计的井架系统，配置 DP3 动力定

位系统，满足挪威石油安全局 (PSA)、
挪威海事局 (NMD) 和挪威海上工业标准

(NORSOK)的严格要求，入级挪威船级社。

North Sea Rigs 公司董事长 Heidi Baugsto 女

士在开工仪式上表示，在这里开工建造

Beacon Atlantic 是他们做出的正确选择。

评比中，综合性能排名第一，被评为当月

的“月度最佳平台”(Rig of the Month)。

此前，中集来福士交付的深水半潜式钻

井平台 COSLPioneer 也曾于 2012 年 5 月和

2013 年 2 月连续两次被评为“月度最佳

平台”。中国建造的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在北海获此殊荣，改变了中国深水平台的

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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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来福士自升式钻井平台 
“新胜利一号”交付

2014 年 6 月 6 日，由中石化胜利石油

钻井工艺研究院自主设计、烟台中集

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建造的“新

胜利一号”自升式钻井平台在烟台交

付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这

是中集来福士交付的第 7 座自升式钻

井平台，近日将赴渤海湾作业。中石

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雍自强，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韩来聚，中石化胜利石

油工程有限公司海洋钻井公司经理、

党委副书记张金龙，中国船级社副总

裁莫鉴辉，中集来福士总裁于亚等出

席交付仪式。

该平台是胜利油田目前拥有的尺寸最

大、配套最先进的海上钻井平台。平

台型长 56 米，型宽 54 米，型深 5.5 米，

最大作业水深 50 米，最大钻井深度

7000 米，一次就位最多可钻 30 口井，

定员 100 人，入级中国船级社。“新

胜利一号”在其姊妹平台“胜利十号”

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和升级，舱室布局

更加合理，同时增加了 DCS ESD 系统，

可实现设备远程诊断与应急控制。

“新胜利一号”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

开工，建造过程大量采用新工艺、新

技术，使平台施工质量符合和优于设

计标准。平台桩腿、悬臂梁及分段围

井等主要结构，外观报验一次通过率

达 100%，NDT（无损检测）一次合格

率达 98% 以上。在项目建造中，胜利

油田现场团队与中集来福士项目建造

团队一起，攻坚克难，保证了平台建

造施工的安全、质量和进度，整个项

目仅用 346 天完工交付，是同类型平

台中建造周期最短的项目。

中集来福士400英尺 
自升式钻井平台成功交付

2014 年 8 月 13 日，中集来福士为沿海

工程有限公司 (Coastal Contracts Bhd) 建造

的 400 英尺 JU2000E 型自升式钻井平台

Coastal Driller 4001 在烟台交付，这是中

集来福士交付的第 9 座自升式平台。沿

海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振兴、美国船

级社大中国区总裁 Eric Kleess、中集来福

士总裁于亚、上海中集船舶海工研究院

副院长蒋玮等出席交付仪式。

Coastal Driller 4001 型长 70.36 米， 型宽

76 米，型深 9.45 米，桩腿长 167 米，桩

靴直径为 18 米，设计吃水 6.7 米，可容

纳 140 人居住。平台最大作业水深 122

米（400 英尺），最大钻井深度 10668

米（35000 英尺），最低作业温度零下

20 度，入级美国船级社。该平台由美国

F&G 公司提供基础设计，挪威 AKER MH

公司提供钻井包，中集集团旗下上海船

舶海工研究院与烟台海洋工程研究院共

同完成详细设计及施工设计，中集来福

士完成平台建造及交付。

中集来福士总裁于亚表示，Coastal Driller 

4001 是中集来福士与沿海工程合作的第

一个项目，期待后续为沿海工程有限公

司建造的 JU2000E 钻井平台及气体压缩

平台能够按时按质交付。

沿海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振兴表示，

Coastal Driller 4001 的成功交付，进一步

验证了中集来福士海工 EPC 能力，增强

了沿海工程公司致力于海洋工程事业发

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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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普莱德游艇公司88.8米 
“ILLUSION号超级游艇项目” 
成功售出

2014 年 8 月 4 日，中集集团旗下普莱德

游艇公司 (PRIDE MEGA YACHTS) 宣布 88.8

米 ILLUSION 项目已售出。这艘拥有六层

甲板的超级豪华游艇的售出，标志着普

莱德游艇已经成功打入世界大型超级豪

华游艇市场，并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竞争

优势和成熟工艺的游艇品牌。

普莱德游艇品牌发言人表示：“此项目的

成功出售证明超级游艇市场正在回暖，大

型超级游艇的销售再次繁荣，整体市场发

展良好。从我们不断接到的询盘中可以看

出，潜在买家购买热情正在回升，尤其对

大型豪华游艇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同时，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ILLUSION 的船东富

有经验，对游艇充满热情，对 ILLUSION

的独特品质十分赞赏。”

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建造的最大游艇，

ILLUSION 充分展示了船厂聚焦创新和追

求工艺的不懈努力。她拥有 3603 总吨无

与伦比的巨大内部空间，最宽处达 15.8

米，通过细木工、稀有石料和金属材料

使船体充满空间感。该游艇的造船工

程设计公司为荷兰著名的 AZURE NAVAL 

ARCHITECT，外型风格设计公司为英国

的 RAINSFORD SAUNDERS DESIGN， 内 装

设计公司为荷兰著名的 SINOT EXCLUSIVE 

YACHT DESIGN。ILLUSION 采用劳斯莱斯

柴电推进、动力定位和控制系统，将于

2015 年 10 月交付。

“ILLUSION 是普莱德游艇交付的第三艘

超过 85 米长的超级游艇。该项目的成功

售出证明普莱德游艇的产品符合超级豪

华游艇市场对品质的严苛要求，彰显了

我们在建造过程中持续追求创新和发展

的理念，实现了为客户打造最高品质超

级游艇的承诺。”该品牌发言人说。

普莱德游艇是一家世界级的具有独特竞

争优势的超级游艇建造商，船厂设立于

中国烟台，拥有一支超过 25 年游艇设计

建造经验的团队。普莱德游艇专注于 80

米至 120 米超级游艇的研发、建造和营

销，不断满足市场对超级游艇日益增长

的需求。从半定制游艇到全定制游艇，

普莱德游艇选用最先进的造船工程技

术、内装设计和设备，确保提供达到欧

洲标准的游艇产品。

齐格勒投资商中集集团 
在香港总商会会晤德国访华代表团

中集集团的背景是什么？这个在国际上

不断发展壮大的企业有何规划？被并购

的德国企业的工作岗位是否会受到威

胁？在香港，中集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经

理秦钢先生，就来自德国海登海姆地区

的访华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解

答。此次会晤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了解

和互信——尤其对来自海登海姆的客人

们而言。

2013年11月8日，中集集团作为投资方，

收购了破产的总部位于德国海登海姆市

金根的消防救援车辆设备制造商齐格勒

集团。在此次收购前不久，该集团还在

根茨堡 (Günzburg) 投资了一家制造半挂

车的工厂。

中集集团现在是活跃在世界各大洲的龙

头企业，企业自己制定的目标是：创造

协同效应、提高效率，当然还有实现利

润最大化。当秦钢总经理谈到“协同效

应”时说，中集集团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路径和取得的业绩让这个虚幻的词变的

很具体：这一切都始于 1980 年，从生产

海运集装箱开始，之后扩展到机场设备、

道路车辆、能源化工和食品运输存储设

备、海洋钻井平台、重型卡车等等。

中集集团的制造业战略布局是将重制造

工业设在中国东部，从那里将产品通过

海路运输销往全世界。“钢铁和铝在亚

洲有价格优势，还有技术工人的成本”，

秦钢总经理说。中集集团的计划是通过

有效地组织，利用遍布世界各地的相应

专业的厂家进行本地化生产——例如位

于德国金根的齐格勒公司。

会谈中，工会代表 Rudi Neidlein 先生、

工商会会长 Helmut Althamer 先生、县议

会成员 Thomas Reinhardt 先生以及海登

海姆市长 Bernhard Ilg 先生等代表团成员

向秦刚总经理提出了一系列开诚布公的

提问，秦钢总经理一一作答，所有答案

都让来自德国的客人们深感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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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集团完成 
对新加坡德利国际
的反向收购

2014 年 8 月 21 日，中集集团及旗下深

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下称“中

集天达”）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举行了对

新加坡德利国际的反向收购仪式，中集

集团副总裁、中集天达董事长李胤辉，

中集集团董事会秘书、中集天达董事于

玉群，中集天达董事、德利国际执行总

裁郑祖华、集团资金管理部总经理曾北

华、集团法律事务部总经理王宇及中集

天达高管代表出席了本次仪式。

作为一家为全球市场提供服务的跨国企

业集团，中集集团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和香港交易所上市并为两交易所指数成

份股。中集集团在 2012 年 9 月入股德利

国际，并于 2013 年 2 月透露有意对德利

国际进行反向收购，此次交易的成功将

助推中集空港装备板块的业务提升。

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公司自 1992

年成立以来，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竞争力最强的旅客登机桥制造商，并正

不断拓宽其机场地面设备业务范畴。对

中集天达来说，此次成功借壳德利国际

实现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亦成为

公司创办以来极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与中集天达合并后的德利国际将成为中

集集团第二家上市的下属企业。

在本交易完成后，中集集团的优质资源

将能够更好地对德利国际的业务开展进

行支持，德利国际和中集天达的现有业

务也将可实现更好地整合和协同并取得

额外效益。这不仅能让进一步提升德利

国际现有业务的竞争力，也将有助于进

一步巩固中集天达在既有领域内的全球

领先导性地位，促进合并后的德利国际

在全球空港装备业务领域实现更广泛的

覆盖，大幅提升整体竞争力，真正实现

1 加 1 大于 2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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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瞩目的 2014 年巴西世界杯即将于 6

月 12 日在巴西圣保罗拉开帷幕。圣保罗

是巴西及南美洲最大的城市，其城内的

维拉科波斯机场，是拉丁美洲的一个重

要空港枢纽，进入本世纪以来发展迅速。

为应对本次世界杯的营运需求，维拉科

波斯机场作为重要的空港枢纽，亟需更

新包括登机桥在内多项设备及设施。在

这样的背景下，中集旗下的中集天达空

港设备有限公司敏锐地把握本次商机，

于 2010 年开始启动巴西市场开拓工作。

事实上，中集与世界杯的渊源可以追溯

到 2010 年南非世界杯。同样受惠于世

界杯对城市基建的拉动，2008 年中集天

达向开普敦国际机场提供 8 条登机桥。

凭借优异的国际市场业绩、出色的产品

竞争力和良好的品牌形象，中集天达于

2013 年底成功中标维拉科波斯机场的登

机桥项目。该项目包括 28 条钢侧壁全机

电驱动登机桥，每一台登机桥均配备先

进的物联网技术，候机楼管理方可实时

掌握登机桥的动态及系统数据，确保登

机桥能应对各类气候环境的挑战，令登

机桥持续为旅客带来稳定、安全、可靠

的服务体验。

在即将举办的巴西世界杯足球赛，维拉

科波斯机场将作为 7 支参赛队伍的空港

基地，并承担各球队的航空中转站需求。

28 条中集天达登机桥已全部安装就位，

透过登机桥上的“CIMC 铭牌”，世界杯

球员们、全球球迷和旅客，将再次认识

中集天达登机桥，认识 CIMC ！

世界杯揭幕战
城市圣保罗 
部署28台
中集天达登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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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协发双头机场 
摆渡车落户南宁机场
2014 年 7 月 8 日，中国大陆首台具有双

向驾驶功能的机场摆渡车落户南宁吴圩

国际机场，标志着南宁机场航班保障能

力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该车由民航协发机场设备有限公司生

产，采用排放标准的环保康明斯 ISDE160-

40 发动机，在车头和车尾各有一个驾驶

位，可以两头驾驶，省去了倒车的麻烦，

特别是在机坪、道路狭窄的区域行驶，

更能凸显该车的优势，为安全、高效

的进行航班保障添砖加瓦。

民航协发机场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从事机

场摆渡车研发、制造与服务的专业化

企业，由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限

公司和北京博维航空设施管理有限公

司合资经营。民航协发至今已累计生产

了近 500 台各种型号的机场摆渡车，产

中集天达机场登机桥、
立体车库订单猛增

2014 年 8 月 1 日，中集天达成功中标香

港国际机场 M748-3 项目合同，合同标的

包括 20 条新登机桥供货，安装以及 57

条旧登机桥的大修及翻新等。合同金额

超过 2000 万美元。

2014 年 8 月 6 日，中集天达成功中标郑

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 T2 航站

楼登机桥设备及安装项目，该项目含固

定通道 128 条，登机桥 83 条（含一条

A380 登机桥）和登机桥监控系统。这是

迄今为止，中集天达所中标的最大单笔

合同额的项目。

2014 年 9 月 4 日，深圳中集天达成功中

标西安市地铁二号线大明宫西站 1号出入

口机械式停车设备采购工程合同，合同标

的包括一套平面移动式智能立体车库系

统和三套塔式智能立体车库系统，合同金

额近人民币 1500 万元，刷新了中集天达

在西安的智能库业绩，并一举成为西安塔

式立体车库供货数量最多的厂家。

中集天达为六盘水月照机场提供的旅客

登机桥及配套固定桥已于 9 月 1 日前在

顺利完成组装。在 9 月 19 日前将完成机

场验收，预计在 28 日前将完成最后行业

验收。届时，包括登机廊桥在内的机场

附属工程设备将在六盘水月照机场安装

到位，可满足六盘水月照机场使用要求。

2014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日两天的谈判，

中集天达成功获得贵阳龙洞堡机场 1 号

航站楼现有登机桥大修改造项目，合同

额达到近千万。2014 年 8 月份，中集天

达还成功获得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12 条登

机桥翻修改造项目。

2014 年 8 月，深圳中集天达空港设备有

限公司的登机桥订单新增巴林，挪威，

柬埔寨三个国际机场，至此中集天达登

机桥业务规模已遍布全球 200 个机场，

这是继 2013 年武夷山成为中国境内第

100 个机场采用中集天达登机桥以来，

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业绩突破！

品遍布国内各大、中、小型机场及航空

公司，并远销欧洲、大洋洲、中东、亚

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

民航协发机场摆渡车产品 Aero ABus 采用

了世界上最新的车辆制造理念，并将机

场使用的特殊工况需求深刻融入到产品

的设计当中。车身主要部件源于国内外

知名品牌，以确保整车性能先进，操作

简便，安全可靠，乘坐舒适。民航协发

摆渡车产品的设计立足于满足不同客户

的专业化需求，获得了国内各项专业资

格认证，并取得了欧盟及俄罗斯等国家

的市场准入认证。

中集融资租赁签约 
LNG船项目

2014 年 6 月 25 日，9200TEU 集装箱船交付，实现了中集“造

船”，是产融协同结出的硕果。6 月 28 日签约的国内首制

14000m3 支线 LNG 运输船舶融资租赁项目，是产融协同另一个

典型“以金融撬动业务”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协同成果，为集

团诞生源源不断的新业务，深远地影响中集核心竞争力。

6 月 28 日上午，在广东东莞举行了国内首制 14000m3 支线 LNG

运输船舶融资租赁项目签约仪式。随着中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曹泽文代表中集集团，与启东丰顺船舶重工有限公

司、浙江华祥海运有限公司代表签署协议，标志着中集通过产

融协同，正式介入千亿 LNG 船市场，在这千亿“蛋糕”上分一

杯羹。

这是国内首制的 14000m3 支线 LNG 运输船。从市场竞争角度来

看，目前浙江华祥海运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具备 LNG 运输资质

的民营企业，交通部仅批复了两家公司，每家公司一艘船舶运

力，另一家为中海油旗下公司，该公司仅为内部企业提供运输

服务。因此，中集签署的 14000m3 支线 LNG 运输船舶在市场

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市场价值。瞄准此客

户，安瑞科希望通过承造浙江华祥 LNG 船的液货罐，切入水运

市场。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以及商务洽谈，安瑞科控股旗下圣达因和荆

门宏图抽派人员组成联合组在与武汉一冶的竞争中胜出，获得

该船舶的两个 7000m3 液货罐承做订单。

在这次合作中，中集扮演了船舶融资、船罐制造、技术服务的

上下游产业链的参与者与整合者的角色，为客户提供了全周期

一站式服务，由圣达因和荆门宏图制造两个 7000m3 的船罐，

中集上海海工院提供船舶的技术支持，融资租赁提供建造期和

经营期全周期的融资租赁服务，充分体现了中集产融协同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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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瞬息万变，诸多历史性变革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

今天的中集，无限挑战与广阔机遇并存。为了提升中集的全球竞争力，为了中集

的基业长青，中集已前瞻性地启动转型升级之旅。一方面中集时刻围绕客户需求

而变，推动产业升级，深挖集装箱、道路运输车辆等传统业务的新价值；另一方面，

通过相关多元化战略，中集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能源化工及食品装

备、海洋工程、消防救援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此外，中集的业务逐渐从制

造延伸到服务，站在全球物流及能源行业的前沿，为全球客户提供具有竞争优势

的专业物流及金融服务。

在中集投产 32 周年之际，我们策划本次“新中集”图片展，希望向您展现中集在

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所迈出的坚实步伐，以及中集人迈向世界级企业的决心与勇气。

2008 年，中集开始涉足海洋工程领域。经过 6 年的探

索及发展，中集来福士已成为中国海工装备领域的领

导者，并于 2014 年正式扭亏为盈。作为中集来福士的

核心产品，目前深水半潜式平台及自升式平台的累计

交付量已达到 17 座。产品覆盖挪威北海、里海、墨西

哥湾、巴西海域等全球主流海洋油气产区，其中在挪

威北海作业的 COSL 系列平台凭借优异的稳定性，已

5 次摘取该区域月度综合排名第一。目前半潜式钻井

平台在建项目数量占全球市场份额近 20% 位居世界第

三，核心产品手持订单量达 90 亿美元（含选择权）。

通过全球资源整合，今天的中集已初步形成了从研发

设计、建造、配套设备供应、运营服务到金融服务的

全产业链格局，日益成为全球海洋工程市场不可忽视

的重要力量。

海洋工程迈上新台阶

LNG（液化石油天然气）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通过十多

年的探索，中集安瑞科在 LNG 产业链的服务能力已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如 ISO 液体罐箱产销量世界第一，高压气体储运装备

业务规模世界第一，低温装备业务规模全国第一，CNG、LNG、
LPG 三大能源储运装备领域产销量全国第一。

在装备制造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产业链 , 并大力提升工

程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能力，能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的 LNG
储运装备全系列产品，并延伸至 LNG 接收站、气化站、加气站

等交钥匙工程服务。近年来，伴随天然气能源的高速发展，中

集安瑞科凭借完整的 LNG 产业链布局，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未

来，中集安瑞科将以 “关键装备＋工程服务”两条腿走路的发

展模式，推进“绿色能源，清洁物流，美好生活”的发展目标。

LNG产业链高速增长

集装箱船完美落地
中集于 2012-2013 年先后获得世界船运巨头达飞航

运及地中海航运超过 20 艘超大型集装箱轮船的订

单。这是中集首次把中国资本、中国技术、中国制

造彻底贯通并以项目交付完美落地的案例。中集作

为资源整合者，通过高附加值金融和设计服务取得

订单，整合国内外资源，以最少资源为集团和客户

贡献较大的价值，为中集产融结合和产业升级探索

可操作的模式。

在全球航运与船舶市场低迷的阴霾中，中集以中

集金融、中集海工设计为牵引，撬动中国的资金，
驱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设计走向国际舞台，
推动中国船舶制造业迈向新的里程，成功将中国资

本、中国技术、中国制造引向世界舞台。

中集依托 30 多年的集装箱制造经验，创造了全新的模块化建

筑。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颠覆性的变革在于通过工厂预

制、现场堆积木式搭建，大大缩短工程交付时间，并减少对施

工地的环境破坏。同时，出色的抗震性能也帮助模块化建筑能

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目前，模块化建筑已广泛应用于英国、

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产品涉及四星级酒店、营地房、学生

公寓等。

模块化建筑引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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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用 30 多年的制造技术沉淀，并借鉴汽车行业的先

进制造理念，革新生产制造流程，在各业务领域倾力打

造自动化工厂——我们称之为“梦工厂”。与我们传统

的工厂相比，全新的机械化、自动化、数字化的工艺与

设施有效地提升生产的安全与效率。此外，新的自动化

工厂采用国际先进的生化处理系统，通过废水的循环利

用，最终实现了废水的零排放。

梦工厂引领制造升级

中集物流服务业务主要包括港口综合物流、工程物流、货运代理、物

流器具制造及租赁等业务。本业务已经在国内沿海各大港口形成网络

布局，辐射国内 100 多个销售网络，并拥有遍布全球的海外代理体系。

现代物流行业大有可为、前景可期。为此，中集正在扮演不可或缺的

角色。中集将集装箱化的理念植入不同行业，通过强大的研发及制造

能力，推动重卡、大型客车、工程机械等重型产品实现了标准化运输，

令客户的交付时间及运输成本大大降低。

物流服务风采呈现

2010 年 12 月，定位于高端市场的联合卡

车正式下线，标志着经过 3 年准备，中

集正式加入国内重卡市场的竞争行列。

目前联合卡车的主要重卡产品包括牵引

车、搅拌车、自卸车、粉罐车和 LNG 车

等。联合卡车工厂一期项目具备年产 3

万辆重卡的生产能力，近百台机器人分

布在联合卡车焊装、涂装、车架、联合

动力等车间。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在制

造技术上，联合卡车均达到甚至超过国

内乘用车标准，居国内第一，已属全球

重卡制造装备先进水平。

联合卡车定位高端

近年来，中集金融服务作为支撑集团制造业务发展的新生力量，持续助推集团

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并成为集团利润的新增长点。依托自身的产业经验和资

源优势，中集金融为客户提供极具竞争力的金融解决方案，提高客户的资金运

用效率和效益。

金融助推产业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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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于 2013 年并购德国齐格勒公司。齐

格勒公司拥有 120 多年的历史，能够制造

世界上最高品质的消防及救援装备，是德

国市场的领军者，在行业内全球排名位居

前五，产品销往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主要产品包括城市消防车、机场消防车

及其他特种行业消防车，可为客户提供定

制化的产品解决方案。未来，消防救援装

备业务将抓住中国城镇化加速这一战略机

遇，实现快速增长。

消防救援装备	
代表世界最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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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Vanguard
Vanguard	of	the	U.S.
业务：半挂车制造
Business:	semitrailer	manufacturing

美国	Vanguard
Vanguard	of	the	U.S.
业务：车辆融资租赁
Business:	vehicle	financing	leasing

中集泰国车辆
CIMC	Thailand	V
业务：半挂车制造
Business:	semitrailer	manufacturing

新加坡Petris
Petris	of	Singapore
业务：机场行李处理系统
Business:	airport	baggage	handling	system

中集车辆澳洲
CIMC	Australian	Vehicle
业务：半挂车制造
Business:	semitrailer	manufacturing

澳大利亚Marshall
Marshall	of	Australia

业务：高端油罐车制造
Business:	high-end	tank	truck	manufacturing 澳大利亚GTE

GTE	of	Australia
业务：半挂车制造
Business:	semitrailer	manufacturing

01	 英国Verbus
	 Verbus	of	the	U.K.
	 业务：模块化建筑设计
	 Business:	modular	building	design

02	 荷兰 Burg	Industrial
	 Burg	Industrial	of	Holland
	 业务：气体、液体静态储罐
	 Business:	static	tanks	for	gas	and	liquid

03	 比利时 LAG
	 LAG	of	Belgium
	 业务：半挂车制造
	 Business:	semitrailer	manufacturing

04	 法国Air	Marrel
	 Air	Marrel	of	France
	 业务：空港地面支持设备
	 Business:	airport	and	port	ground	equipment

05	 瑞典 Bassoe	Tech
	 Bassoe	Tech	of	Sweden
	 业务：海洋工程设计
	 Business:	offshore	engineering	design

06	 德国 Ziemann
	 Ziemann	of	German
	 业务：啤酒厂交钥匙工程服务
	 Business:	brewery	turnkey	project	services

07	 德国 Ziegler
	 Ziegler	of	German
	 业务：消防及救援装备
	 Business:	fire	and	rescue	equipment

08	 德国 TGE	GAS	
	 TGE	GAS	of	German
	 业务：LNG接收站总包工程服务
	 Business:	LNG	terminal	master	engineering	services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为了适应新的竞争和需求变化，我们

正在作出诸多变革来应对来自全球的挑战。从陆地到海洋，

从物流装备到能源装备，从制造到服务，追求卓越的中集人

正加速集聚全球智慧及专业资源，全力为不同行业的客户创

造新价值。中集有信心成为所进入行业的受人尊重的全球领

先企业，延续我们的成功故事。

In a fast changing era, in order to adapt to new competition and 
changing needs, we are making various changes to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From land to ocean, from logistics equipment to energy 
equipment,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 CIMC people, who are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is dedicated to creating new values for 
customers from all lines of business. CIMC has the con�dence to be a 
respectable global industrial leader and continue our success story.

展望未来
Future Prospects

全球营运格局初现
Emerging Global 
Operation Pattern
近年来，中集加速全球布局进程，以车辆、能源化工为代表的业务板块，依托中

国优势，整合全球人才、技术、品牌、渠道、供应链等专业资源，不断提升综

合协同能力。目前，中集在海外拥有超过 30 个研发中心及制造基地，员工超过

6000 人。全球化运营已经成为中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动力，中集

业务正加速形成全球化网络。未来，中集将持续提升全球化运营的水平和能力，

中集的全球化运营格局将为客户创造更多新价值。

In recent years, leading by Vehicle Segment and 
Energy and Chemical Segment and supporting 
by China’s advantag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human resources, technology, brands, 
distribution, supply chain and other professional 
resources, CIMC accelerates its global expansion 
and continues to improve its comprehensive 
synergy capacity. Currently, CIMC has established 
over 30 research centers and manufacturing 
bases overseas with the employment of more 
than 6,000 people. Global operation has become 
a core motivation for CIMC’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network. 
In the future, CIMC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its 
level and capability in global operation to create 
more values for custom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