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电气风电 IWIND数据中心

自主装配安萨尔多 F级燃机

核电 CAP1400 湿绕组电机主泵研制成功

迪拜 950MW光热光伏项目施工现场

加快产业升级 积聚转型新动能

传承百年历史 勇担大国重器使命

新中国成立 70 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
居于全球首位，已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
业门类的国家。沧海桑田的 70 年之间，奋进
在路上的上海电气，从学习模仿到自主创新，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跟跑追赶到先
行领跑，一路与共和国同行，在艰难中起步，
在探索中发展，在智创中壮大。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今日之上海电气，守

初心、担使命，接续以砥砺奋斗之姿书写着中
国装备制造的一个又一个新传奇。

70年前，新中国成立，国家工业建设百废待兴。上海，作为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在那个时代挺身而出，为中国工业填上一个又一个空白。
上海电气，从那时起便是令人瞩目的身影。中国第一套火力发电机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套核电机组，世界上第一台双水内冷机组⋯⋯中国装备制

造业的众多“首创”，都诞生于上海电气。
人们习惯把上海电气称为“大电气”，大电气之“大”，恰如其名，大在国之重器的责任不怠，大在实业报国的情怀不改，大在兼容并蓄的格局不变。

上海电气：实业报国 再创新奇迹

进入新时代，上海电气肩负着特殊
的使命和责任，不仅要主动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和长三角经济带发展等国家
重大战略，而且要依托与周边城市的分
工协作，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
高端装备新航母，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立足长三角，推动更高质量的“一
体化”。近年来，上海电气持续深化与苏
浙皖三省的互动合作，积极整合上下游
产业链，更好发挥长三角一体化的协同
效应。上海电气各产业板块企业与长三
角企业已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合作关
系，特别是在技术合作、零部件配套方
面，集团通过技术支持、零部件采购，有
效带动了长三角企业的发展，在部分产
业领域已初步形成了分工协作的产业
网络。集团通过与核心供应商建立互相
参股合作模式，推动制造能力优势互补
的区域性错位发展， 目前 40-50%零配
件的供应来源于长三角配套企业。

在加强政企合作方面， 上海电气
目前已与安徽省、南京市、无锡市、南
通市、 常州市等省市签订了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在产能“走出去”的同时，更
好发挥市场协同效应。在长三角区域，

集团已建立了包括无锡叶片、 昆山紧
固件、东台陆上风电、如东海上风电、

徐州装配式建筑重工科技、 马鞍山精
密铸造及汽车零部件等多个先进制造
基地。

放眼全世界，推动更高质量的“走
出去”。目前，上海电气境外企业和机构
共计 83家， 分布在 42个国家和地区，

境外员工人数近 5000名。2018年以来，

上海电气进一步加快全球化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走
出去”战略实现了喜人的新跨越和新转变。

市场重心由“国内”向“海外”转变。2018年，集团海
外工程新接订单首次超过国内新接订单。集团先后承接
了当前全球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迪拜 950MW光热
光伏太阳能电站工程总承包项目 、 埃及汉纳维
6x1100MW清洁燃煤项目，以及巴拿马科隆联合循环燃
机项目、文莱海淡项目等标志性海外项目。

市场区域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拓展。集团
海外工程已进入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高端
市场：2019年 2月，日本北海道光伏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2019年 3月，英国林肯郡、萨福克郡等 45MW光伏项目
调试并网；2019年 5月，开建首个欧洲燃机 EPC潘切沃
项目，并计划于 2020年投入运营；2019年 6月，成功中
标的澳大利亚库塔纳光伏项目，是澳大利亚单体最大的
地面光伏电站项目，装机容量达 343MW。

资源配置从“中国国内为主”向“全球化和当地化”

转变。集团在加快“走出去”的同时，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不断提升。目前在建的迪拜光热项目国际采购量已占比
70%。项目的管理和施工团队约 1000人，其中包括西班
牙、摩洛哥、美国、阿联酋、沙特、埃及、巴基斯坦等外籍
人员有近 800人。

“百年老店”上海电气的历史，最早可以
追溯到 1902年的上海大隆机器厂。 它是上
海电气最早的大型企业，也是上海近代机器
工业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中国工
业的中流砥柱， 上海电气发扬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精神，生产了当时国家急需的大量
工业装备，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也为企业
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一声春雷，给中华
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为上海电气加速经
济体制改革， 步入高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力。1985年，经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以地处
闵行的机、电、炉、辅企业为主体，联合有关
的科研、设计、工程建设、设备使用部门组建
了上海电气联合公司，也就是上海人俗称的

“大电气”。1987年， 上海电气联合公司由上
海市人民政府和机械工业部推荐，被国家计
委批准为计划单列集团。作为上海市属国有
企业，“大电气” 可以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
“地方编制国家队”。

1994年上海电气联合公司改组为上海
电气（集团）总公司，次年上海市机电工业管
理局改制为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实现
了向企业集团的转型。1996年， 上海市机电
控股（集团）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两大集团实行联合重组，组建新的上海电气
（集团）总公司。

进入新世纪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持
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变化和资本市
场的改革, 使我国的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2004年，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进
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核心资产组建上海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2005 年上海电气 H 股在
香港联交所上市，2008 年在上交所发行 A

股股票，成为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 A+H

股上市公司。

2017年前后，上海电气先后分步两次将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持有的 63.17亿元及
66.28亿元资产注入电气股份， 通过重大资
产重组实现了整体上市目标。重组后，集团
资产证券化率达到 92%以上。

新时代, 与新中国一路共成长的上海电
气，正以“能动全球工业，智创美好生活”的
新使命，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聚
焦装备主业，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大力

发展高端、智能、先进装备制造，向着绿色、环
保、智能、互联，技术总集成及全面系统解决方
案的发展方向积极转型。截止 2018年，集团总
资产 2507亿元，旗下拥有知名品牌总数 70多
个，集团营业收入、净利润、新接订单三项指标
均创历史新高。2019年，上海电气以 812.76亿
元品牌价值领跑行业。

创新是推动企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
核心动力。 在上海加速全球科创中心建
设，加快推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
道路上， 上海电气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探
索，正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中国装备制造业
技术的升级变迁。

依靠自主创新，巩固和扩大优势产业
技术领先地位。 上海电气是全球最大、技
术最先进的煤电装备供应商之一，代表全
球领先技术水平的 1000MW 等级超超临
界煤电机组的订单量和投运机组数量均
保持世界领先。数十年来，集团通过持续
自主创新， 不断巩固和扩大在全球的技术
领先地位。日前，上海电气自主研发并在建
设中的安徽平山电厂二期 1350MW 二次
再热超超临界机组， 预计发电效率将达到
48.92%，发电煤耗 251g/kWh，一旦投运，有
望刷新国电泰州项目创下的世界纪录。

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打破跨国
公司技术封锁，解决“卡脖子”问题。在燃
机领域， 集团于 2014年收购意大利安萨
尔多 40%股权，2016年安萨尔多又收购了
原阿尔斯通的 H级燃机技术，使集团掌握
了全球五大燃机供应商中两家的技术，打
破了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封锁，大
大缩短了中国与世界燃机技术 30年的差
距。5年来，上海电气通过技术图纸资料的
全面对接、 技术骨干人员的派驻轮训，已
掌握 F级、E级、 包括低热值燃料的燃机
技术，申请了 55 项技术专利。在此期间，

“以我为主、联合设计”的超低热值燃机，

已获得了国内首台订单。

依靠开放式创新， 培育发展新产业，

解决技术来源问题。近年来，上海电气加快进入新兴领域
的步伐，通过自主研发、联合研发、合资合作、风险投资、技
术入股、兼并收购等多种模式，快速获取新产业的技术来
源。在核电领域，核主泵是压水堆核电站中最核心的设备，

被称为压水堆核电站的“心脏”，上海电气与德国凯士比公
司合作，历经 8年时间，投入 8亿元研发资金，在 2019年
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 RUV湿绕组核主泵，RUV湿绕组核
主泵是为国家 “228” 工程—CAP1400示范工程专门定制
的，属于该堆型的世界首台核主泵，也是迄今为止国际上
核电站功率最大的核主泵，使上海电气真正意义上成为了
国内乃至国际唯一的三代反应堆核蒸汽供应系统的全设
备供应商。在储能领域，通过探索科技人员入股、与行业龙
头企业合资合作模式，加快推动下属中央研究院自主研发
技术的商业化，目前已形成磷酸铁锂电池 5GWh的生产能
力。 上海电气中央研究院以自主研发的液流电池技术，已
成功获取国电投 5MWh国内首个示范项目。在航空装备领
域，集团收购了德国宝尔捷公司，快速进入全球航空工业
自动化领域，并在 2018年取得国内首个商飞 C919飞机襟
翼自动制孔装配订单。

随着国际环境、市场环境和国家间
竞争态势的巨大变化，中国制造业正在
历经着从规模到质量的跃迁。上海电气
直面市场挑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
巩固提升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大力发
展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慧交通、航空
装备、高端医疗装备等新兴主业，积聚
形成新的服务型竞争优势，增强企业发
展后劲。

在存量产业升级方面，上海电气以
创新驱动积极深化“四个转型”：

一是制造模式转型，确立了“以示
范带动应用、以应用带动集成、以集成
带动装备”的发展思路，推动实现由一
般制造向智能制造的数字化转型。2018

年，上海电气发布智能制造规划，重点
聚焦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在集团内部
启动了 10个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以示
范带动集团智能化水平升级的同时，不

断培育和积累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的对外输出能力。2019 年工博会上 ,上
海电气正式对外发布了 “星云智汇”工
业互联网云平台。

二是业务结构转型，主动适应全球
能源结构调整趋势， 推动核心业务由
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转型。 能源装备是
集团的核心产业板块， 其转型对整个
集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集团在加
快升级传统能源装备产业的同时，积
极拓展打开新能源领域市场。2018 年，

上海电气新能源在手订单首次超过传
统能源订单。

三是产业形态转型，聚焦装备制造
主业，推动实现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
制造转型。近年来，上海电气持续深化
“产品服务化、 服务产品化” 的转型思
路， 大力发展火电厂智能运维服务，积
极探索轨道交通智能运维系统，全面构

建电梯智能物联网平台，加快推动了制
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
化转变。

四是商业模式转型， 深化产融结
合，推动实现由“提供设备为主”向“提
供全面解决方案”转型。相较以往通过
承接 EPC工程带动集团设备 “走出去”

的模式，上海电气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项
目开始通过投融资方式来拉动 EPC，在
带动设备“走出去”的同时，延伸参与到
项目后续的运营和服务，能为用户提供
基于设备工程、运营、服务、金融等在内
的全面整体解决方案。

近年来， 为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积
聚发展新动能， 上海电气多措并举，多
点发力，聚焦绿色、环保、智能、互联、数
字化、全面解决方案的转型方向，加快
进入战略性新兴领域。目前，在智慧能
源及分布式能源领域，上海电气通过收
购江苏天沃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增强
了集团在 EPC 工程总承包领域的市场
拓展和合同执行能力；在智能制造及人
工智能领域，集团下属中央研究院与上
海慧程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了
合资企业，进一步提升智能系统集成服
务与智能装备产品制造的综合能力；在
智慧交通领域，集团成立了智能电子轨
道公司，建成了 4.5公里临港试验线，试
运行一年多并取得了全面成功；在储能
领域，集团与储能行业龙头企业国轩高
科在上海嘉定成立了电气国轩新能源
合资公司等。

2018年以来，上海电气按照国资
国企改革要求， 以机制改革为重点，

激发内生动力活力，以体制改革为手
段，提升管理效率和能级，充分激发
了改革发展的新动力。

强化利益捆绑，用激励机制凝聚
核心骨干。2018年， 集团下属上海电
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自
动化仪表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入选上
海市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首批 9

家试点单位，启动推行核心骨干与企
业发展的利益捆绑。试点当年，国轩
新能源公司作为科技型企业，全面达
成了 2018年商业计划。 另一家自动
化仪表有限公司作为改革型企业，实
现了当年扭亏为盈的目标，并超额完
成净利润指标。与此同时，集团先后

探索施行了虚拟股权激励机制、超额利
润分享机制、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等多层次、 多元化的创新激励机制，通
过核心骨干与企业利益的中长期捆绑，

促进核心团队关注企业发展，全力推动
业绩增长，为产业培育和转型注入更强
劲的新动能。

立足快速发展，用市场化机制开拓
新产业。集团下属环保集团作为国务院
国资委“双百行动”企业之一，主动打
破传统机制，试点推行事业部契约制，

经营团队竞聘上岗，实施“低固定、高
浮动”薪酬模式，强化刚性考核兑现和
退出机制。新机制运行以后，2018 年环
保集团营业收入实现翻倍增长， 充分
体现了机制创新促发展的显著成效。

此外， 上海电气慧程公司试点实施股

权出售方案，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集团液流电池、 康复机器人两个研发
团队试行 “事前约定科技成果作价入
股”的激励方式，旨在加速推动新技术
成果产业化。

关心青年人才，为人才创设最佳成
长环境。面对成本上升等因素，上海电
气把解决住房问题作为服务人才最扎
实的举措， 推动老厂房的人才公寓改
造。2019 年推出首期 151 套人才公寓，

随后两年还将陆续推出二期、 三期，总
计超过 1000套人才公寓， 优先满足优
秀核心人才的居住需求。同时全面加强
青年人才培养，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集
团新提任领导干部 78人， 其中 70后、

80后 65人，占比 83%。未来 2-3年，力
争 75后领导干部占比提升至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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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体制机制 激发内生动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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