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德宣）3 月 28 日，集团党委、董事局理论学习联

合中心组在德力西工业园举行扩大会议，学习全国两会精神。会议由

集团党委书记陈建春主持，乐清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范晓东到会指导。

德力西集团党委班子、董事局成员、总裁班子成员及优秀党员代表等

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宣讲了两会精神，陈建春书记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

会，从“两会”基本概述与背景、七大看点、亮点与政策、两会习近

平同志金句解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宣讲。集团总裁助理卢友中传达了

全国人大代表、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关于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的讲话

提纲。集团领导张永、胡成虎、黄胜洲和与会代表一起就两会精神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畅谈了学习感受。

乐清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范晓东对德力西召开此次专题学习会议

表示充分肯定。希望德力西集团继续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两

会精神的重大意义；抓好学习贯彻，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两会精

神上下功夫；紧密结合实际，全力推动德力西集团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叶彬克）3 月 29 日，集团举行第二期“德享会”。

集团高级副总裁胡成虎应邀分享对《机 • 智：从数字化车间走向智

能制造》一书的阅读心得，与大家畅谈全社会智能化的美好未来。会

议主会场设在集团温州总部，集团上海总部、杭州德力西等地设分会

场，共有 200 多人聆听了分享。

分享会上，胡成虎梳理了《机 • 智：从数字化车间走向智能制造》

一书中国内外智能制造的发展脉络，探讨了书中提出的智能制造的理

论、路线和未来方向，并从制造环节智能化、全社会智能化、生活方

式智能化三个方面重点分享了自己的想法。他指出，智能化正同全球

化、城市化、信息化、老龄化一道构成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力发展

人工智能，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可

以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他鼓励全体员工以智能化思维

看待工作和生活，迎接智能化社会的到来，享受高端化智能产品带来

的便利。

市五型班组”“乐清市安康杯示范单位”“温州市先进职工之家”等

荣誉称号。

3 月 4 日，徐卫华从北京载誉归来，集团执行副总裁张永等领导

亲切接见了徐卫华以及相关岗位负责人。集团党委书记陈建春为其送

上鲜花并进行了座谈，向浙江德力西电器有限公司线路板车间表示祝

贺，并希望她们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将记者迎进门后，一身休闲

装的胡成中不紧不慢地落座，摆

摆手，“先坐下，不着急。”

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

董事局主席胡成中，有着温州商

人谦和、务实、率真的典型特质。

在被问及他所关注的政府工作报

告要点时，胡成中戴上眼镜，逐

条分享了他在手机里存录的关键

词句。

作为 30 多年浸润于制造业

的企业家，胡成中对数字特别

敏感，关于减税降费、“三公”

经费压减、用电成本下调，甚至

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下降等数

字，他都一一道出，并希望政府

进一步增大减费力度，为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营造更好的营商环

境。

拥有广东甘化、德新交运两

家 A 股公司的德力西集团，在产

业布局上有明晰的战略定位。“德

力西已进入到产业资本运营的高

质量发展阶段！”胡成中表示，

德力西将聚焦实业，做精主业，

同时统筹好电气主业与战略新兴

产业的发展，对存量业务进行整

合，拓展增量业务。

为中小制造企业“代言” 
胡成中房间的书桌上，堆放

着一摞两会材料。坐定的胡成中，

将这几天的心得体会及公司发展

战略向记者娓娓道来。

他关注的政府工作报告亮

点，除了减税降费、雄安新区、

科创板等重大主题外，还包罗了

不少很具体的“带数字”的关键

词句。

比如，将制造业等行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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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春获省思想政治
工作成绩突出个人

本报讯（通讯员 刘冰洁）

近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浙江省

总工会对浙江省思想政治工

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通报表彰。其中，德力西

集团党委书记、工会主席陈

建春获评“浙江省思想政治

工作成绩突出个人”。

据悉，陈建春还被浙江

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浙江

省企业文化建设协会评为“浙

江省企业‘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之星’”。

李晓航博士后开题
报告暨进站欢迎会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陈红）

李晓航博士后开题报告暨进

站欢迎会在德力西工业园举

行。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专技处副处长蔡世炜、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卫东，

集团领导张永、胡成虎、陈

建春等及相关专家出席了会

议。

会上，李晓航汇报了课

题《基于区间观测器的无线

充电桩容错控制研究》，与

会专家经过评审、论证，通

过李晓航博士的开题报告。

温州德力西举行
2019 年供应商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德宣）

3 月 15 日，温州德力西集团

2019 年供应商大会在乐清

柳市新聚丰园大酒店举行，

70 多家供应商代表，集团 8

家企业负责人，集团研发、

质量、生产、采购等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集团执行副总裁

张永提出了 2019 年的工作

目标。与会代表发言，就做

好采购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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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帅， 温州德力西集团十八公司销售经理，

负责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市场的销售运营工作。在

他的带领下，2018 年，十八公司销售团队充电

桩销售业绩达 2000 万元，比 2017 年的销售业

绩增长了将近 5 倍，为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

电瓶车充电桩项目是集团上马的新项目，于

帅凭着敏锐的市场嗅觉，抓住机遇，不畏艰辛，

为公司的充电桩市场开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8 年 5 月，公司参加瑞安市场的招投标项目。

为了制作出一份符合招标要求的标书，没有做标

书经验的于帅仔细查阅资料，一边请教朋友，一

边编辑制作标书，连续多晚赶制标书至深夜。功

夫不负有心人，他制作的标书最终竞标成功，并

在瑞安市场上迅速打开局面。随后，于帅再接再

厉，在温州龙湾区、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等政

府招投标项目上纷纷中标，迅速扩大了招投标业务。

于帅表示，成绩属于过去，2019 年，他将继续

深耕市场，拓展业务，确保销售指标顺利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刘冰洁） 2 月 26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先进女职工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隆重表彰全国

五一巾帼奖状和奖章、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和标兵。集团下属的浙江

德力西电器有限公司线路板车间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这是温州

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女职工集体。浙江德力西电器有限公司制造部厂长

徐卫华代表线路板车间上台领奖。

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会

见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及全体与会同志并讲话。

浙江德力西电器有限公司线路板车间成立于 2001 年，主要生产

低压漏电系列模块，调速器、充电站、电流、电压、控制器等电子组

件板。目前班组共有职工 105 人，其中女性占 80%，平均年龄 34 岁。

线路板团体是一个积极乐观、肯学习、求进步，集创新、智慧、团结、

执行力强等特点为一身的新娘子军团队。这个团队在乐清率先施行精

益生产理念，并相继推出两条精益生产线，为公司创造了数百万元的

经济效益，引领整个乐清低压电器行业向精益生产转型。

由于业绩突出，该集体先后被评为“乐清市工人先锋号”“乐清

德力西线路板车间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德力西举行
第二期“德享会”

集团党委、董事局理论学习联
合中心组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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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6% 的税率降至 13%；一般

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 10%；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 16%；

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

15% 等。

胡成中的心里有一本账。“这

次减税降费的力度很大，成本和

费用的下降，对企业来说就是实

实在在的利润。我希望这些政策

都能执行到位，以后力度还能更

大一些。”他笑着说，“企业运

营成本下降后，可以有更多的资

金解决困难问题，加大研发投入

和扩大再生产，充分释放创新活

力，激发民营企业做强做大的雄

心壮志。”

创业 35 载的胡成中，出生

于民营经济发源地之一的温州。

有感于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制造

业企业的艰辛创业环境，胡成中

这些年一直为中小企业的发展鼓

与呼。7 年前，当时还是全国政

协委员的胡成中，曾在全国政协

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小制造企业

的困境和出路》的发言，以详实

的数据和具体的对策为中小制造

企业发声，引发民营企业家的广

泛共鸣。

今年全国两会，胡成中带来

了《关于加大对民营企业打造先

进制造业支持力度的建议》。他

建议：为民营企业创造充足的市

场机会；支持民营企业在中心城

市设立研发机构；组织政府部门

和专家团队为民营企业提供精准

服务。

“我的老家温州乐清，排

名前 20 位的企业中近 60% 在

上海、杭州、深圳等地设立了研

发机构，但大量的中小企业没有

这个实力。”胡成中补充说，希

望企业所在地政府对有意向到中

心城市建立研发机构的企业，给

予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地方政

府要对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给予企业适当的研发补助，

对回馈的成果根据贡献程度给予

奖励。

胡成中关于坚持股东有限责

任制度的建议，道出不少民营企

业家的心声。胡成中指出，近几

年，民营企业融资普遍较为困难，

根据银行的相关要求，公司大股

东或法人实际上对公司承担着无

限连带责任。

“在司法实践与实际生活

中，应坚持股东有限责任制度，

这对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非

常重要。”胡成中说。

资本运营助力高质量发展
谈到德力西时，胡成中认为，

公司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的第五

个阶段，从“企业经营”转变为

“经营企业”，开始进入产业资

本运营阶段。

胡成中的父亲曾是当地颇有

名气的裁缝师傅，他教导胡成中：

百行德为首。一要讲诚信，二要

精工细作，三要量体裁衣。虽然

17 岁那年不甘做小裁缝的他毅

然投身商海，但在市场浪潮中搏

击的胡成中发现，父亲的教导就

是企业经营的法宝。

从一家仅有 5 万元资本、8

名员工的热继电器作坊，到国内

领先的低压电器企业，再到进军

环保、交运物联、军工等行业，

德力西的跨界与跃迁，有什么经

营秘诀？胡成中认为，树立资本

运营的理念十分重要。

2009 年，胡成中设立了中

国德力西控股集团。“成立这家

公司的初衷就是使它成为一家集

资本运营、品牌运营、产业运营

为一体的集团公司，变‘企业经

营’为‘经营企业’。”胡成中

认为，作为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

“企业经营”与“生产经营”基

本是同一概念；而“经营企业”，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资本运营”。

“集团公司通过资本运作，

对下属企业进行控股，通过股权

合作或者兼并收购进入新兴产

业，从而实现企业的多元化经

营。”他说，德力西现在推行

“1+X”的发展战略。其中，“1”

是电气制造，这是主业；“X”

目前涵盖的环保、交运物联、军

工、新材料等产业，主要是通过

资本运营的方式取得的。

从组织架构亦可见端倪。德

力西集团设有董事局，主要负责

集团发展战略、资本运作等，下

设总裁班子，主要抓企业管理与

运营。“资本运营与生产经营就

好比人的大脑和身体，两者必须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同时也要

密切配合、有效协同。”胡成中说。

与“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

传统商人思维不同，胡成中很早

就确立了合作共赢的理念。“我

一直主张在与同行合作方面采用

‘竞合战略’，谁跟我合作，谁

的利益就比我多，但前提是利用

我们的品牌进行合作，合作的模

式包括参股、控股、企业联合体。”

胡成中说，“2003 年，我们与

长江电气集团等股东共同出资成

立德长环保；2007 年，我们与

法国电器巨头施耐德按照股权对

半的模式合资成立德力西电气，

都是这个理念的产物，在当时国

内还是一个创举。”

借助资本运营，德力西已拥

有广东甘化、德新交运两家 A 股

公司。其中，广东甘化去年并购

了两个军工项目，基本实现了主

业向军民融合行业的转型，今后

将从横向、纵向进行产业延伸，

做大做强军工产业，努力打造一

流的民参军和军转民平台。

德新交运作为集团交运物联

产业的上市平台，将精耕细作客

运业务，聚焦物流和旅游新领域，

借助资本运营，实现领域扩张，

逐步形成“一体（客运）两翼（物

流 + 旅游）”的业务布局。

“ 德 力 西 希 望 通 过 实 施

‘1+X’的发展战略，将德力西

打造成核心领域领先、综合优势

突出的国际知名企业集团。”胡

成中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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