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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船舶造机企

业而言，百万马力时代的来临

不仅仅是企业规模的体现，更

意味着一个造机企业已经掌握

卓越技术，正式跨入成熟造机

企业行列。实现这‘鱼跃龙门’

的一跳，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

用了 14 年 ，大连船用柴油机厂

用了 12 年，韩国现代用了 7 年，

而熔安动力仅用了两年时间。”

2012 年 2 月，船舶行业内杂志

《中国船检》如此描述熔安动力

的惊人业绩。

5月 24日上午，记者来到位

于合肥市经开区的合肥熔安动力

公司。总装车间内，各种机器正

高速运转，工人们正紧张而有序

工作。据熔安动力规划发展总监

冯建军介绍，总装配车间为三联

跨厂房，每跨宽42M、长312M，高

38.7M。南北两侧设置柴油机试

车台，而在总装车间的西面为发

运港池，港池长85米、宽26米，最

大可停靠3000吨运输船。

这一切都是为了船舶的心

脏——低速柴油机船舶主机。低

速大型柴油机作为船舶主机通过

连接而带动螺旋桨，一般每艘船

上只装一台主机，被誉为船舶心

脏。“主机价格昂贵，约占整条船

造价的 1/8。如果说船舶是航运

的心脏，那么低速机就是心脏中

的心脏。”冯建军说。

熔安速度：两年迎来百万马力时代

江淮一览

在熔安动力采访中，能够真正

感受到“大工厂”的精神和脉搏。

那些精密的机械和设计奇特

的数控设备，像一个个细胞，组成

了整个航运体系。而发动机，正

是石油工业时代的心脏，催生了

物流和贸易，催动了经济的高速

运转。

熔安动力的发展速度，得益

于合肥市政府的服务与扶持，同

样也得益于“熔安人”激情的工作

状态。在采访中，无处不感受到

企业的“新”，除了厂房基础建设

的新，更多的是员工们精神状态

的新，对新工艺的渴望，对新技术

的渴求，对企业新生命的追逐。

企业的生命力决定于企业员

工的思维和干劲，正如熔安动力

总裁邹志明所言，工作要有激情

和状态，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熔安

动力无法创造出熔安速度。这也

决定，企业在面临大环境的危机

时，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方法应

对，顺利渡过困境。

化危为机：一业为主，多元经营

2006年，全国低速机生产企

业只有3家，而到了2011年，全国

已经有了13家。随着中国船舶工

业“爆炸式发展”带动低速机行业

产能激增，整个行业都面临着压

力。

“可以说，整个中国造船市场

急转直下，船东们在观望，经济萎

缩，但这是很正常的。”熔安动力

总裁邹志明表示，在他担任大连

船用柴油机厂长时，经历过多次

危机，“亚洲金融危机要比这次厉

害多了，但熔安动力边建设边生

产，应该说影响偏大。”

2011年，熔安动力出厂40台

低速机，而今年只接到了28台的

订单。按照投资集团战略规划，

熔安动力在今年初调整了思路：

一业为主，多元经营，齐头并进，

统筹兼顾。

今年2月28日，低速机行业

峰会在熔安动力举办，当时邹志

明提出企业要抱团取暖，共同抗

寒。“稳定现有市场，放大应有的

亮点，让利但不让市场。明年的

情况应该会更好一点。”在营销

策略上，邹志明更强调稳定。在

降低企业成本上，熔安动力也出

台了一套“瘦身计划”，缩编减

员。在产品规划上，坚持集合

中、低速柴油机、螺旋桨等配套

八大产品，全面提供船舶动力系

统的解决方案。

激情卓越的企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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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速度”引领皖企前行
熔安动力通过多向发展完成多元增长

从 2007 年 8 月落户合肥到

2009年10月成功交付首台机，16

个月时间刷新业内纪录；2011 年

累计产量突破百万马力，熔安动

力以惊人的行业“第一速度”引

发舆论关注……

面对当下船舶行业的危机，

熔安动力处变不惊，在稳定主业

船舶低速柴油机市场同时，通过

多向发展完成多元增长，始终以

“第一速度”引领皖企前行。

“几乎所有的低速机生产企

业都是沿江靠海，为什么要把它

设在合肥？”回忆起熔安立身合

肥，冯建军始终觉得那是个洋溢

着激情和速度的时间段。

冯建军说，在上海、镇江、宜

昌、青岛分布低速机生产企业，最

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沿江靠海，出

厂后通过航运送达客户，而合肥

航运不通，这是第一个难关。为

了解决这个难题，合肥市委、市政

府当即拍板，拿出1.2亿元拓宽从

派河到长江 132 公里的航道，为

熔安动力落户解决了出路问题。

“合肥市政府的决心和信心，让我

们感动，也让我们有了前行的动

力和希望。”冯建军说。

要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

更是难题。项目组组长魏晓明，

向时任合肥市委书记的孙金龙立

下“军令状”，拿不到国家发改委

的批复就辞职。冯建军说，“这样

的勇气和决心，鼓舞着我们，最终

成功拿到了批复。”不仅如此，从

熔安动力准备落地合肥的那一刻

起，合肥相关部门从土地资源、环

境评价等审批都在一个窗口办

结，合肥市经开区还安排了服务

专员进行定点服务，解决企业建

设、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2011 年 12 月 28 日，从首台

机成功交付，仅用 2 年时间，公

司累计生产总量一举突破 100

万匹马力，在中国船用低速柴

油 机 发 展 历 史 上 再 次 创 造 了

“熔安速度”。

梦想飞跃：这片土地上充满激情

星报讯（记者 宁大龙） 昨

日，记者跟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

民警一起，来到了京台高速安徽路

段，参加了华东区文明交通示范公

路创建活动的联动整治集中统一

行动周第三日的整治行动。

驱车出了合肥，顺着高速公路

向吴圩方向行驶，至定远路段，交

警发现了目标：3辆遮挡了后牌照

的车辆，正在高速路上以极快的车

速交替行驶。其中两辆车采用了

“插光盘”的形式，遮挡了后牌照上

的几个数字。而另外一辆车，则很

有创意地用贴纸的方式，将浙G牌

照的车，生生改成了浙C。

遮挡后牌照的做法在高速上

并不罕见，通常遮挡牌照都是为

了超速逃避惩罚，而超速则是酿

成事故的重要原因。见到超速车

辆，交通总队的民警当即与滁州

交警支队取得联系，提前做好部

署。很快，在数公里外的吴圩服

务区，几辆违规遮挡车牌的车辆，

被高速巡逻民警抓个正着。

交警根据规定，对几辆违规

车辆进行了惩罚：首先勒令驾驶

员消除违法的行为，而后依法接

受处罚；最后在吴圩服务区的交

通法规展示牌处，接受交警的交

通安全教育。其中两辆“插光

盘”遮挡车牌的车辆，被处以 50

元罚款和扣6分的惩罚；而将“浙

G”改成“浙C”的车辆，则因为违

法变造机动车号牌，被处于罚款

1000元，一次性记满12分的严厉

惩罚。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

支队机动大队大队长杨志升介绍

说，本次联动整治行动，是华东六

省一市公安交（巡）警总队，联合

开展的华东区文明交通示范公路

创建活动中的一项。其中，5 月

25日至31日、6月24日至30日为

华东片区联动整治集中统一行动

周。重点整治客运车辆及旅游包

车交通违法行为、货运车辆交通

违法行为、高速公路通行秩序、

“毒驾”等严重违法行为。活动首

日，全省就投入警力7154人次、出

动警车2079台次，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25573 起，吊扣驾驶证

39本，行政拘留73人。

浙G变浙C 一次扣完12分
华东区联动整治集中统一行动周开展如火如荼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

日在北京开幕。昨日，记者从安

徽省代表团工作组获悉，安徽代

表团 40 家企业近百人已全部抵

达北京，各参展皖企将以本届盛

会为平台，充分地展示各自的优

势和知名产品，寻觅投资机会和

合作伙伴。 记者 王玮伟

40家皖企组团赴京“相亲”

5 月 26 日，和县拓源钢铁厂

18名工人发生食物中毒症状，被

送往南京医院治疗，经过检查初

步疑似亚硝酸盐中毒。目前18人

已经基本脱离了生命危险，在住

院治疗观察。 卢通 记者 赵汗青

和县拓源钢铁厂18人食物中毒

昨日上午，记者从在中科大

举行的“硒与功能性农业和人体

健康高峰论坛”上获悉，有机硒在

农产品中成功应用，使得人们通

过正常饮食就能获取足够的硒元

素成为可能。更神奇的是，癌症

等疑难杂症的防治，也从此开始

了破解之旅。 记者 鲁龙飞

有机硒应用或可治愈癌症

昨日，由黄山市人民政府主

办，黄山市旅委、黄山茶博园投资

有限公司承办的“全国自驾车旅

游联盟黄山高峰论坛、黄山市自

驾车旅游服务中心暨黄山门文化

旅游景区正式运营活动”在黄山

市举行，14个省21个市58家自驾

车俱乐部代表参加，并共同签署

了《全国自驾车旅游联盟黄山峰

会黄山宣言》。 记者 陈明

自驾车俱乐部云集黄山

5 月 27 日，全省生猪平均收

购价格跌至15元/公斤，宿州等个

别地区已跌至12元/公斤。昨日，

“省农委稳定生猪生产座谈会”在

肥召开，会议分析导致生猪价格

大幅下跌主要有供大于求等因

素，并认为，我省当前生猪生产，

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对后市产生

的影响不容忽视。

柴一梅 记者 俞宝强

宿州等个别地区生猪跌至6元/斤

5 月 26 日，由安徽省未成人

保护委员会、团省委、省司法厅、

省监狱管理局、省青年联合会、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六部门，联

合举办的“阳光关爱”活动，在安

徽省蚌埠监狱举行。活动当天，

服刑人员子女深情地呼唤“爸爸，

早点回家！” 李友龙 记者 刘欢

六部门联合举办“阳光关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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