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家 好 了 ， 才 是 真 的 好 ！

本报记者 蒋学华

■

百姓

故

事

1

月

6

日上午，记者走进上饶经开区大

菜场的一个补鞋店， 看见一个个子矮小的

男人正在动作熟练地补鞋， 店里的墙上挂

着钥匙、剪刀、伞头、轮胎等等，琳琅满目。

“

20

多年前， 我在乡下挑着

70

多斤

的补鞋工具， 农闲时节便走村串户补鞋。

一天要走几个村 ， 每天能赚到

20

来元 ，

一个星期能赚到

100

多元。 那时候一个补

丁

5

角钱 ， 生活好的人家有回力鞋要上

线， 每次收费

3

至

5

元， 一般是补解放鞋

和雨鞋多。”

记者了解到， 今年

57

岁的姚宗福老

家是广信区四十八镇里洋村的， 他于

2001

年从乡下到广信区的县城补鞋，

2005

年在

新县城买了商品房。 “ 现在补鞋不用那么

辛苦了， 赚钱也更多， 更轻松了。 现在主

要是补皮鞋， 以及换鞋跟。 换鞋跟一双收

费

8

至

10

元 ， 打皮鞋钉一双收费

5

元 ，

生意忙的日子一天可赚

200

来元， 生意不

好的日子， 每天也可赚

80

来元。”

“ 师傅 ， 帮我修一下这个高压锅 。”

这时一位穿着环卫工人制服的市民拿着一

个高压锅来维修。 “ 哟， 师傅除了补鞋还

会修高压锅？” 面对记者的疑问， 这位市

民接过话茬： “ 姚师傅不但会修高压锅，

还会修电饭煲、 自行车和雨伞， 以及配钥

匙， 无所不能。” “ 在业余时间拨弄拨弄，

时间长了便会了。” 满脸黝黑的姚宗福笑

着说。 只见姚宗福给高压锅轻轻敲打后，

快速换了一个螺丝， 便维修好了。 “ 姚师

傅多少钱？” 环卫工人问道。 “ 不用， 不

用 ， 你一个人也不容易 ！” 姚师傅答道 。

“ 你每次都不收我的钱， 我都不好意思再

拿东西你维修了。” 环卫工人说道。 “ 哪

里 ， 哪里 ， 都是举手之劳 ， 只要能帮助

你， 我就感到高兴了！” 姚师傅说。

待这位市民走后， 姚师傅告诉记者 ，

来修高压锅的是个单身贫困户， 政府照顾

他， 安排他做环卫工作， 已经自食其力。

“ 现在政府正在大力扶贫， 我这个小市民

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个社会只有大

家好了， 才是真的好！” 姚宗福说。

晶科能源为日本众多项目提供高效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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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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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能集团: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新标杆

刘梦华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图

“守合 同重 信用 ”企业 出炉

日前，上饶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举行揭牌仪式。消防队员纷纷表示

要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献身使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维护全区社会

安全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记者蒋学华摄

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 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的

2018

年

度“ 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 上饶经开区的上饶市源豪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江西恒久链传动有限公司、 上饶市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日前， 上饶经开区市管局相关负责人带队前往企业授牌。

一直以来， 上饶市源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恒久链传动有限

公司、 上饶市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在诚信建设和合同管理上狠下功夫，

将合同管理作为企业信用品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化企业员工法

律知识和诚信经营意识， 做到思想认识到位、 组织机构到位、 管理措

施到位， 制定了严格的合同评审秩序， 认真把好签约关、 履行关和管

理关， 并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提高公司的商业信誉， 有效

保证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 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评选， 是政府部门为了弘扬企业诚信守约

经营，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社会信誉和综合竞争力， 对企业信用的一种

综合评价活动。 近年来， 上饶经开区市管局按照国家、 省、 市局对

“ 守重” 工作的统一安排， 在企业自愿申请的基础上， 认真审查被推

荐企业的资质， 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的合同签订、 履行、 管理情况

进行调查核实， 积极推进“ 守重” 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近日，晶科

能源高效能组件凭借硬实力在日本签订

多个项目，助力日本再生能源的发展，成

为日本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晶科能源向日本三重县最大的光伏

项目提供

98MW

高效组件。 经过严格的

筛选过程，晶科高效组件脱颖而出，助力

项目每年为约

35000

户家庭提供绿色的

平价电力。 该项目表明作为日本太阳能

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晶科能源始终

坚守成为日本客户可靠且可信赖的合作

伙伴的承诺。 迄今为止， 晶科能源已向

140

多个国家交付了

55GW

的组件。

晶科能源为日本群马县废弃的高尔

夫球场提供

25MW

高效单晶组件。 项目

建成运营之后， 所发电力将被出售给当

地电网公司， 预计将满足

10000

个家庭

的日常用电。 福岛核事故之后，日本的能

源战略要求到

2030

年，该国可再生能源

使用占比增加一倍。 同时，日本的土地面

积非常有限。 在此情况下，有两种方式可

以解决太阳能的发展瓶颈。 一种是使用

更高效的组件， 另外一种是重新利用废

弃土地。 日本地区面临着众多废弃的高

尔夫球场如何再利用的问题， 该项目提

供了一种示范。

晶科能源高效组件助力日本开发商

最高效利用土地。 晶科能源为日本的歌

山县的山区地面电站量身打造的

9.8MW

高效组件已安装好。 凭借行业领先的组

件效率和安装灵活性， 晶科高效组件被

该山区电站选中， 以在有限的土地面积

里获得最高的功率。

本报讯 记者蒋学华报道：新年伊始，

以“ 为爱驰行，有我在”为主题的爱驰汽

车全球合作伙伴联合开业仪式，在天津、

上海 、郑州 、杭州 、昆明 、成都 、合肥 、青

岛、长春、泉州等

10

座城市的

12

家线下

体验店集中进行，加速“

7921

用户伙伴计

划”的进一步落地，逐步完善爱驰汽车新

零售体系的搭建。

据悉，继“ 新势代品质

SUV

”爱驰

U5

在海南万宁发布上市之后， 爱驰汽车将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交付活动，

随着线下渠道触点的不断增加， 爱驰将

为用户打造买车、用车一站式服务场景，

履行为用户打造便捷、 智慧出行生态的

承诺。 目前，爱驰已授权

44

家销售渠道

伙伴，

50

家服务渠道伙伴，基本实现了对

全国各大主流区域市场的覆盖， 未来爱

驰汽车将围绕

6

个核心城市，以及

44

个

省会城市、重点新能源市场城市，加速渠

道拓展与落地。

在新零售渠道的布局上， 爱驰在传

统

4S

店的模式上，打造出行业差异化的

创新渠道形态。 爱驰以智能化和数字化

重塑汽车产业链。 在线上，利用自有

APP

平台与苏宁、车享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建

立起多触点、 多渠道的网络矩阵； 在线

下，通过厂家直营与渠道伙伴加盟结合，

有效盘活社会存量资源， 通过线上线下

融合，打破消费场景的界限，真正实现透

明化、数字化，与用户零距离接触的新零

售模式。 在爱驰汽车的渠道布局中，厂家

直营的

7921

中心：爱驰

1

号馆将主要展

示品牌科技跨界生活，

7

号（ 销售）馆、

9

号（ 服务）馆、

2

号（ 综合）馆通过渠道伙伴

加盟，通过与商超店（ 混合业态）及现有

存量设施整合呈现。 爱驰汽车将降低渠

道伙伴的投入和资金负担， 通过厂家直

营与渠道伙伴加盟结合， 有效盘活社会

存量资源， 避免前期高昂的固定资产投

入，建立起“ 不给渠道伙伴添麻烦”且可

持续发展的爱驰汽车创新渠道伙伴体

系。

爱驰汽车的线下体验店， 不仅仅是

展示爱驰生活方式，跨界共享，沉浸式体

验和互动体验的载体， 更体现爱驰基于

用户深度参与的

7921

用户伙伴策略，通

过差异化、生活化的设计理念，实现人、

车、生活共创美好生态的愿景。 爱驰汽车

从产品、到服务、再到线下渠道的相继落

地， 进一步完善从新零售体系到用户体

验的闭环。

近日，上饶经开区的文艺志愿服务队

走进苏家村、 龙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为村民送上了精神食粮。 据了解，从

2012

年开始，上饶经开区苏家村村民陆续自发

办起了

12

支老中年相结合的歌舞队，他

们走街串巷，每年为村民表演

60

多场次，

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记者 蒋学华 摄

隗

日前， 上饶经开区社会发展局相

关负责人带队到留守儿童家中走访慰

问，向留守儿童赠送书包、笔记本、笔和

文具盒等学习用品， 并鼓励孩子们好好

学习，奋发向上，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 记者 蒋学华 摄

隍

日前，上饶经开区举办了

2019

年冬季

招聘活动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

会以冬季送岗位，就业暖人心为活动主题，进

场招聘的单位有

76

家，包含晶科能源、凤凰

光学、 上饶客车等知名企业， 为求职者提供

3400

多个工作岗位。 通过前期的短信宣传，

网站宣传， 不少前来的求职者已经与用人单

位达成了意向。 记者 蒋学华 摄

全国 10 城 12 店集中开业销售爱驰

文艺服务队

送戏下乡来

新年伊始，走进上饶经开区的博能集团生产基地，只

见百余辆造型美观的上饶新能源公交车、 上饶校车整装

待发；在与上饶客车配套的动力电池主机厂———安驰科

技，

200

多台电池包正被装上大卡车，发往国内一流整车

厂；在上饶客车年产

2

万辆新能源客车技术改造工地，

16

栋气势恢弘的现代化厂房即将交付使用———博能集团

倾力打造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已发展成为我国新能

源客车领域的重要制造商，赣企新动能符号式项目。

助推上饶客车开往春天

博能控股集团创建于

1992

年，是“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特色小镇健康产业和金

融科技三大主营业务相融合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在多

年的发展升级和改革调整中，博能始终把“ 创新、超越”

当成公司发展的不竭驱动力。 早在我国《 公司法》还没

出台前，公司就率先实行股份制，用四方共赢理念推动

公司发展，经过收购国企，控股国有上市公司，经营社

会公用事业等一系列转型、重组措施，博能走上了多产

业化、综合性发展道路。

近年来，博能集团紧抓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新经

济， 打造新动能的发展机遇， 举全集团之力优先发展工

业，以房地产利润反哺工业发展，资源优先向工业板块倾

斜，尤其是抓住了新能源汽车的风口，在国家产业政策的

大力支持下，以上饶客车为关键纽带，加大投入，同产业

上下游核心技术研发机构、 企业建立一系列的战略合作

联盟，在我国新能源客车领域硕果累累，地位举足轻重。

上饶客车厂始建于

1969

年。上饶客车以全国首创

发动机后置技术和率先出口海外而著称， 畅销国内市

场和东南亚、南美洲，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当时的外

经贸部选为援外产品， 是中国客车发展史的奠基者之

一。

2002

年，博能集团收购上饶客车，将其极具活力的

运营模式和企业文化融合于上饶客车厂。

2004

年，上

饶客车开发出自主创新的全承载客车， 实现了客车以

底盘为中心向以整车为中心格局的重大变革， 成为我

国最早掌握全承载技术的少数客车厂家之一。

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2007

年，上饶客车新工厂一期项目建成，年产能

力达

4000

辆。 早在

2010

年，博能果断决策，率先推动

上饶客车与中科院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 引进了新能

源客车相关核心技术。 在中科院强有力的科研技术保

障下，上饶客车当年就获得国家新能源企业准入、产品

准入和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资质。

技术变革使上饶客车焕发了青春， 实现了转型升

级。 立足于此，博能集团开始布局以上饶客车为核心，

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2016

年，由博能集团主导

的总投资

30.5

亿元 、 年产

10

亿安时的动力电池公

司———安驰科技成立。 公司和中科院院士合作成立了

院士工作站，重点攻关以实现技术突破，研发出一大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产品。

因技术领先、客户体验好，安驰科技生产的系列动

力电池获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目前已与

14

家主机厂

达成了

59

款车型公告。上饶客车与安驰科技构建了博

能整车制造和核心配套件相互支撑、 协同发展的新格

局，成为了动力电池行业的领航者。

迈进高质量智能制造新周期

近年来，在敏锐察识“ 智能化

+

互联网化”将带来制造

业颠覆性变化后， 博能在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上进

一步延伸，进行智能化制造及产品、服务的智能化研发，

打造产业关键技术核心竞争力， 开启了以上饶客车为核

心纽带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迈进高质量智能制造新周期。

2017

年，上饶客车与深兰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合

作，研发智能无人售卖车。该车运用自动驾驶和无人店

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 三无”目标，即无人驾驶、无

人售卖和无排放污染，成为智能移动消费“ 商店”。

目前博能设有院士工作站、江西省客车技术研发中

心和节能与新能源商用车工程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拥

有上饶客车、上饶线材、安驰科技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

先后开发了新能源商用车、纯电动公交车、混合动力公交

车、旅游车等

5

大系列、

30

余款产品；获得新能源客车领

域发明专利

43

项、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外观设计

3

项。

而在运作模式上，形成了由产业合作方、技术合作方、资

本合作方构成的聚集资源、优势叠加、合作共赢的产业发

展共同体。 博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股权和基金化运

作为纽带，股权开放、平台共享、经营独立，能够不断吸引

资本、人才、技术等优质资源进入，为项目快速做大规模

和持续向前发展创造了充分条件。 在销售模式上也是创

新不断，通过产业联盟、众筹共享、万千计划等方式，适应

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提高市场份额。

产业化基地项目铺就辉煌路

面对原有产能规模和装备已远远无法满足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

2017

年，博能上饶客车通过资源整合，在

上饶经开区的支持下， 启动了年产各类新能源客车

15000

台、专用校车

5000

台的产业化基地项目。

该项目以博能上饶客车现有整车生产资质为基

础，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整合新能源客车整车和

核心零部件资源，联合行业顶尖电池、电控合作伙伴，

资本、人才、技术、产品、成本优势叠加五位一体，形成

独特竞争力， 打造千亿规模中国新能源客车产业第一

集群。 项目占地

1200

亩，总投资

30

亿元以上。 新工厂

按照精益化、敏捷化、柔性化的生产理念，规划建设研

发中心、充电站、试验场等先进设施，广泛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科技成果，引进机器人自动焊接、机器人自

动喷涂和一流的电泳、检测等设备

1200

余台套，代表

了国内客车行业的领先水平。全部建成后，将使上饶客

车迈进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高智能制造的新时代。

“ 工业板块是博能最重要的板块。 十多年来，博能

不断加大投入，悉心经营，以做好实业为荣，以实业报

国为荣，我们将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博能控股

集团董事长温显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