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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积淀，江淮汽车捧得大奖

作为中国工业领域最高奖的中国

工业大奖，多颁给航母、卫星、高铁、核

潜艇等国之重器， 这次为何花落江淮

汽车？

据了解，江淮汽车于

2017

年

5

月启

动了创奖工作， 从近百家参评企业中

脱颖而出，摘得此项大奖。将中国工业

大奖的至高荣誉授予江淮汽车， 旨在

表彰其在推动我国汽车工业由大到

强，引领我国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所

发挥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同时也彰显

了江淮汽车的综合实力， 表明了国家

对江淮汽车自主创新、 转型升级所取

得成绩的肯定， 尤其是其

55

年来在技

术领域的深厚积淀和丰硕成果。

目前， 江淮汽车已拥有多个国家

级科研平台、两个海外研发中心，形成

了整车技术、 核心动力及软件系统等

完整的正向研发能力。以国内先进、国

际领先为目标，江淮汽车在节能减排、

智能安全、轻量化、

NVH

、制造工艺等

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突破。 江淮汽车

形成了以本部研发中心为主， 海外研

发中心、 产学研合作、 国内外战略合

作、 各事业部适应性开发为辅的研发

体系，每年将销售收入的

3%

到

5%

作为

研发投入。 通过坚持不懈的自主创新，

江淮汽车成为国内首家专利过万的车

企，截至

2018

年年底，累计拥有授权专

利

12333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1750

件。

在先进节能技术领域， 江淮汽车

自主研发的

1.5T+

发动机， 集缸内直

喷、涡轮增压、双可变气门正时三大主

流技术于一身，拥有“低转速大扭矩”

的显著优势， 其综合性能已达世界先

进水平。 国家

863

计划重点项目

6DCT

自动变速箱， 实现

TCU

上层软件开发

完全自主，打破国际垄断。两者组成的

“白金传动系” 传动效率更高达

94%

，

兼顾行驶动力性及燃油经济性。 通过

48V

电机带动的瑞风

M4

混动版， 整车

性能得到了大大提升， 完美实现快、

省、顺、静的用车体验。 在车辆起步和

提速阶段， 混动系统大大提升了动力

水平， 达到

5

缸同时作业， 额外提供

31%

的动力输出；正常行驶时，发动机

始终处于经济燃油工作区间， 综合油

耗下降

10%-20%

。

在新能源领域， 江淮汽车已系统

掌握了电动汽车的电池成组、电机、电

控三大核心技术，以及能量回收、驱动

与制动电耦合等关键技术， 尤其在电

池热管理系统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搭载在

iEVS4

、

iEVA60

等车型上的新

一代电池智能温控技术， 采用独立液

冷循环，可确保车辆电池始终处于

10-

35

摄氏度的工作环境， 提高用车安全

的同时，大大延长电池寿命。江淮汽车

经过

3

年

1700

次模拟热失控试验开发，

在国内率先取得突破，从电芯、简易模

块、多串模组、电池包、整车五个层次，

强制触发单体热失控， 实现电池包不

爆炸、不起火，结合世界一流的热管理

液冷技术，杜绝电池风险。

在智能网联领域，由江淮汽车自

主研发的 “最听话的车联网管家”

———智聆，可实现全面的多媒体互联

功能，提供全网资讯在线、动态交通

在线等服务， 已全面搭载在瑞风

S4

、

S7

、

M4

、

M6

等量产车型上。 由江淮汽

车与百度共同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

基于江淮纯电动汽车平台开发，可达

SAE3

级水平，已具备自主跟车、车道

保持、自动变道、自动超车等功能，能

够在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环境下实

现自动驾驶。

汽车是

19

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

的伟大发明，汽车工业被誉为“现代

工业之花”、科学技术的“催化剂”，发

达国家无不把汽车工业视为国民经

济的支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

不断发展， 技术经济水平显著提高，

工业调整结构、 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中国汽车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涌现

出新时代“中国引领”和“中国创造”

的汽车企业标杆。 成为首家荣膺“中

国工业大奖” 的综合型汽车企业背

后，是江淮汽车长久以来坚持技术创

新得到充分肯定的一个缩影，更是其

55

年锐意进取之路上的一个崭新里

程碑。

树立标杆，实力引领中国创造

2018

年

12

月

9

日，在人民大会堂

内， 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发布会如

期召开。 会上，授予

12

家企业、

11

个

项目中国工业大奖；授予

20

家企业、

16

个项目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授

予

14

家企业、

10

个项目中国工业大

奖提名奖。 这张中国工业领域的榜

单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平，

是中国工业从大到强过程的有力见

证，更是树立了新时代“中国创造”

的标杆。 获奖的项目不乏国之重器，

从“复兴号”动车组，到风云系列气

象卫星，到新一代核潜艇等，以及往

届获奖的探月工程、国产航母、国家

电网等，都代表了当前“中国制造”

的最高水平。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是我

国自主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

一代动车组，实现了关键技术的重要

突破，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节

能环保等方面表现出卓越品质，深

受广大旅客青睐， 已成为当代中国

的一张亮丽名片。 深入实施复兴号

品牌战略， 中国铁路持续推进技术

创新， 研制时速

350

公里、

250

公里、

160

公里等不同速度等级， 具有长

编、 短编等不同编组方式， 适应高

原、高寒、潮湿、风沙等不同环境需求

的自主化、标准化复兴号动车组系列

产品， 巩固中国动车组技术领先地

位，让更多的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

的大地上。

风云卫星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工

业崛起的缩影，是我国成为气象强

国和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 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通过两代四型

17

星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研制，建

成了我国高低轨协同、稳定业务运

行的气象卫星观测网，实现对全球

全天候、全天时、全谱段观测，在国

际气象卫星领域形成了中美欧三

足鼎立的格局。 风云卫星广泛用于

天气预报、气候预测、环境监测和

防灾减灾，自投入运行以来，大幅

提升了我国天气预报精度，

1998

年

以来所有影响我国的

140

余次台风

无一漏报，

24

小时台风路径预报精

度由

21

世纪初的

200km

提升至目前

的

70km

。

军工技术的突破常常带动民用

技术的发展， 曾荣获中国工业大奖

的中国探月工程探测器系统， 通过

该系统的研制， 开辟了多个学科领

域， 牵引和带动了中国国内基础工

业的发展， 促进了中国经济与社会

发展。

2012

年

9

月，中国第一艘航空

母舰“辽宁舰”成功入列，圆了中国

人多年的航母梦 ， 航母的生产

者———大连船舶重工， 是中国国内

建造船舶装备产品最齐全、 综合实

力最强、 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

业集团。国家电网公司的“国家风光

储输示范工程” 是世界首个集风力

发电、光伏发电、储能系统、智能输

电于一体， 综合开发利用新能源的

创新工程， 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

了“中国方案”。

2019

年开年之初，安徽省政府对

江淮汽车等企业和项目荣获第五届

中国工业大奖有关奖项发出表彰通

报。 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发布会上，

江淮汽车成为安徽省首家问鼎中国

工业大奖的企业，也是国内首家获此

殊荣的综合型汽车企业。

含金量高，推动工业由大变强

中国工业大奖获奖企业和项目是

我国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艰苦创

业、自主创新、勇攀高峰、走向国际的

代表， 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

道路的标杆， 在引领行业企业发展方

面起着优秀示范作用， 对促进我国工

业由大变强、 建设制造强国具有重要

意义。

作为中国工业领域最高奖， 中国工

业大奖评审标准和流程堪称严苛。 以企

业奖的评审标准为例， 参与评奖的企业

需要在科技水平、经济效益、能源资源、

环境保护、品牌战略、产品质量、安全生

产、社会责任、企业管理、人力资源、企业

文化等

11

个方面接受全面评审， 综合实

力最强的企业方能脱颖而出。 奖项申报

历时一年半，经协会材料审查和推荐、行

业专家评审、相关部门综合审核、中国工

业大奖工作委员表决、实地考察调研、中

国工业大奖审定委员会审定及相关部委

征求意见等环节， 最终产生了中国工业

大奖企业。根据《中国工业大奖实施管理

办法》，经过企业自愿申报、行业协会受

理、行业专家评审、综合部门评审、审定

委员会审议、征求国家相关部门意见、向

社会公示、上报国务院等环节，中国工业

大奖才能颁发给获奖企业。

获奖企业和项目都是新时代“中国

引领”和“中国创造”的标杆，对增强综

合国力、 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做出重大

贡献的工业企业和项目。 中国工业经

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表示， 历届工业

大奖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

发展和变化，总结历届大奖折射出我国

工业发展的一些明显变化，一是技术经

济水平显著提高；二是工业调整结构、

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三是国企民企协

调共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有特殊意

义。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副会

长、中国工业大奖工作委员会主任路

耀华表示，一是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一步激发推动工业经济发

展的热情与动力；二是我国经济正聚焦

高质量发展，要引导广大工业企业向转

型升级迅速、调整结构扎实、保持经济

增长稳健的获奖企业和项目学习。

江淮汽车：科技引领 荣膺工业“奥斯卡”

于2004年经国务院

批准设立的我国工业领域

最高奖项中国工业大奖，

被誉为中国工业的 “奥斯

卡” ，旨在表彰坚持科学发

展观、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

业化道路， 代表我国工业

化的方向、道路和精神，代

表工业发展最高水平，对

增强综合国力、 推动国民

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

工业企业和项目。 多年来，

中国工业大奖树立了诸多

优秀标杆企业和项目，并

带动形成一大批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企业。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