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車間裡，流水線空無一
人，整齊的機器高效運轉，
猶如機器人的王國；

4

具備產線半自動化能力；2

智能製造發展五步規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正打造超級智慧工廠，大量
自動化裝備與物聯網、大數
據、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結
合，實現智能生產、運營和
決策。

5

具備車間全自動化能力；具
備車間全自動化、物流自動
化和全流程信息化能力；

3

具備單機設備自動化能力；1

目前比亞迪電子與偉創力相比
仍有較大差距，不過隨着華為將
偉創力的全部訂單轉給富士康和
比亞迪電子，後者的代工業務將
大幅飆升，尤其是當長沙工廠全
面投入運營後，其與偉創力的營
收將會此消彼長。此外，比亞迪
電子在人才、材料、模具和創新

技術等方面均有不少優勢，未來幾年有
很大機會追趕上偉創力。
翻查富士康、偉創力和比亞迪電

子的2018年年報，可以看出三間公
司的實力對比。去年富士康總營收
為4,153億元（人民幣，下同），偉
創力約1,968億元，而比亞迪電子只
有410億元，即是僅為富士康的十分
之一，偉創力的近五分之一。單看
這些財務數據，比亞迪電子與全球
兩大代工巨頭仍有較大差距。
比亞迪電子對此亦有清醒的認識。

王念強表示，公司一直堅持創新戰
略。「如果我們用同樣的工藝、同樣

的裝備和跨國巨頭競爭，肯定競爭不
過它，因為它比你有錢、比你有品
牌、比你有好的合作夥伴。我們想拿
下華為、三星等知名品牌的訂單，就
得採取差異化。因此這些年來，比亞
迪始終在產品設計和工藝裝備上採取
差異化的戰略，產品設計、產線設計
採用全自動化、智能化產線。」

產品設計智能化
據介紹，為了提高技術競爭優

勢，公司加強材料研發和檢測，打
造了由數萬條參數曲線匯聚而成的
材料數據庫，具備內地綜合實力最
強、技術最全的材料成型仿真能
力，擁有多個全球領先的實驗室。
而檢測實驗室是進行材料科學研究
和開發的「眼睛」，公司的許多實
驗室獲得了 CNAS 國家級資質認
證，獲得華為、蘋果等頂級客戶認
可。此外，公司還規劃了智能製造
藍圖，共分為5個階段（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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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差異化戰略 力追跨國巨頭

全球正迎來5G廣泛深入的
發展機遇，這將帶來上萬億
美元的商機。而5G手機正是
5G通信應用的重要一環。比
亞迪電子正大力把握機遇，
圍繞5G、物聯網、人工智能
等進行了大量佈局。
在即將到來的 5G時代，

比亞迪電子將利用提前佈局的3D
玻璃、低介電常數塑料、PMH塑

料、陶瓷等5G關鍵材料，持續賦
能5G時代。與4G相比，5G屬於
高頻頻段，信號傳輸容易受到干
擾，而且容易損耗，為了解決這個
難題，公司研發了納米注塑技術
（PMH）、低介電常數塑料等一
系列核心技術和產品，能夠有效地
拓寬5G信號傳輸的「血管」，讓
5G信號更通暢，並讓手機天線得
以變革，助推金屬手機時代到來。

據介紹，比亞迪電子通過創新技術
的應用，包括低介電常數塑料、
PMH塑料、3D玻璃、陶瓷等5G關
鍵材料，塑膠隔斷裝飾方案、玻璃熔
接方案等技術，正加速5G商用進
度。為了更好地迎接5G機遇，公司
從原來的「智能手機和筆記本業務」
一大業務，擴展到智能手機/筆記
本＋新型智能產品＋汽車智能系統三
大業務板塊。這為5G發展提了供強
大助力，在產品功能、外觀、體驗等
方面也推動了手機行業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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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盯5G萬億商機

購美資湖南偉創力購美資湖南偉創力 打造無人超級智慧工廠打造無人超級智慧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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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電子近日的動向引人關注，因為網上傳言該公司收

購了偉創力湖南長沙工廠。事實上，6月11日剛剛註冊
成立的長沙比亞迪電子有限公司，其註冊地址剛好是偉創力長
沙工廠二期所在地，主營業務為智能裝備製造、智能消費設備
製造等。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比亞迪電子確實
收購了偉創力長沙二期。

比亞迪電子擁萬二工程師
不少分析指出，偉創力作為全球第二大代工巨頭，與華為的
業務合作關係終止後，其未來業務無疑將受到巨大的影響，畢
竟去年其來自華為的營收高達24.3億美元（折合約167億元人
民幣）。華為將相關業務轉給了富士康和比亞迪電子。比亞迪
電子因此迎來了絕佳的發展機遇，儘管其規模難以與代工巨頭
第一的富士康和第二的偉創力相抗衡，但湖南偉創力恰好為比
亞迪電子提供追趕的機會。
其實，比亞迪電子早在1995年就進軍手機行業，華為、三

星、蘋果、Google等知名品牌均是其合作夥伴，全球平均每
10台手機即有2台應用了比亞迪電子的技術。去年比亞迪電子
金屬結構件（手機後殼是結構件的一部分）出貨量約2億件，
約佔全球安卓金屬手機總出貨量的三分之一。
據王念強介紹，目前比亞迪電子擁有超過12,000人的工程師

團隊，累計申請專利6,000餘項，已授權5,000餘項，整體研發
實力處於全球第一梯隊。公司擁有超過500人的材料技術團
隊，在基礎研究和材料科學領域，具備全球領先的材料研發設
計、測試、仿真等能力。而作為手機製造重要一環的模具方
面，公司成為內地首個通過諾基亞模具體系審核的供應商，模
具已經成功出口至德國等製造業強國。

無人化車間已落地
記者留意到，在比亞迪電子工廠車間幾乎看不到操作技工。
王念強解釋，公司擁有大規模的高端自動化、智能化設備，以
及全球領先的模具和材料技術，智能製造實力已在業內居於領
先，大幅提升了產品質量和生產效率，並很好地降低人工成
本。2018年，公司涉及自動化改造項目1,240項，較2017年增
長20%。自動化設備已超過60,000台，工業機器人使用約9,000
台，設備類型超過200種，涉及各類產品工藝超過1,000項。在
結構件CNC、鐳雕、注塑等多項生產工序上，自動化平均覆蓋
率接近100%，大幅領先行業平均水平。
他強調，目前比亞迪電子「無人化」車間已經落地，正打造
超級智慧工廠。整個系統具備「大腦」、「眼睛」、「四
肢」，數萬台自動化裝備與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
算等前沿科技結合，貫穿於設計、研發、製造等各個環節，實
現智能生產、智能運營、智能決策。

■■王念強表示王念強表示，，比比
亞迪電子正在大力亞迪電子正在大力
打造無人化超級智打造無人化超級智
慧工廠慧工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比亞迪電子近日收購了偉創力的湖南長沙工廠。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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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比亞迪電子龍崗寶龍工業園區廠房一角。 ■比亞迪電子生產的手機配件。 網上圖片■比亞迪電子用精密設備正在生產手機外殼。

全球第二大代工巨頭美國偉創力因扣押華為物資

遭到後者解除合作。據知情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透露，偉創力湖南長沙工廠已轉讓給了從事手機代

工的比亞迪電子（0285）。比亞迪聯合創始人、比

亞迪電子CEO王念強透露，該公司有1.2萬名研發

工程師埋頭創新，正在大力打造無人化超級智慧工

廠。有分析相信，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比亞迪

電子，未來有望躋身全球代工巨頭行列。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陽光
100中國（2608）昨公佈，以總現金
代價5.13億元（人民幣，下同）出售
東莞市清園孵化器有限公司100%股權
予深圳市誠進控股集團，公司稱將自
出售事項錄得現金流入4.64億元，有
利於改善公司的經營性現金流，持續
降低公司的財務風險。董事認為，出
售事項是集團收回於目標公司的投資

並將其資源集中於其他業務及潛在投
資的良機。

地盤面積合共102畝
目標公司的主要資產為位於廣東省

東莞市松山湖的物業開發項目，地盤
面積約為102畝，計容建築面積約為
87,756平方米，可開發作辦公用途。
物業開發項目包括六幅土地，目前正

處於不同建設階段。董事認為，股權
轉讓協議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且
有關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屬公
平合理，並符合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
利益。
陽光100中國日前公佈，7月合同銷

售額約7億元，按年跌8.5%；合同銷
售面積約 5.07 萬 平 方米，減少
11.32%。今年首 7個月，銷售額約
44.88億元，按年下跌13.28%；銷售
面積約36.32萬方米，減少10.69%。

陽光100中國售東莞物業開發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中國
忠旺（1333）昨發公告指，有報道稱，
美國司法部就指稱的訴訟起訴公司及控
股股東。「如相關報道所述，起訴僅為
指控，而名列起訴書中之任何人被推定
為無罪。」如果指控於法庭上被證實，
公司可能面臨金錢處罰。
公告指，控股股東已向公司重申其

並未就指稱的訴訟被送達任何法律文
書或通知。公司亦重申並未就指稱的
訴訟被送達任何法律文書或通知。公
司嚴肅對待任何聲稱可能違法的指
控，並正就指稱的訴訟尋求法律意
見。董事會並不認為指稱的訴訟已經
對集團的業務運營或財務狀況造成任
何重大不利影響。公司目前正常運

營。如有變化，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
的要求發佈進一步公告。
早前中國忠旺創辦人劉忠田被美國

司法部起訴，指控他與中國忠旺有關
人士串謀走私鋁材入境美國，逃避
2011年由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擠壓鋁材
徵收關稅，涉稅款達18億美元（約
140億港元）。

中國忠旺：嚴肅對待美國指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美國上周突然
升級對華貿易戰，美銀美林發表報告指，美國對
中國加徵的最新一輪關稅可能會削弱全球石油需
求，並可能促使中國購買伊朗石油作為反制，並
使全球指標布蘭特原油價格下調多達每桶20至
30美元。上周五，布蘭特原油收報61.89美元，
升1.39美元。

報告指，美國對華最新一輪關稅 ，
如果中國選擇通過購買伊朗原油來實
施間接報復，可能推動布蘭特油價跌
至40美元/桶。報告指，全球石油消
費增長正處於近十年來的最低水平，
保護主義對全球工業活動造成了重大
影響，「我們估計，美國對中國徵收
的最新一輪關稅，可能會使全球石油
日需求再減少25萬至50萬桶。」

貿戰拖累全球石油需求
該行補充稱，中國重啟對伊朗原油採

購的決定可能會導致油價一蹶不振，
「最極端的情況是，需求疲軟和高達

150萬桶/日伊朗石油的回歸，將影響至多200
萬桶/日的石油供需。」
目前，美銀美林維持60美元/桶的布蘭特
2020預測，但中國購買伊朗石油可能使價格降
低20至30美元/桶。展望2020年，美銀美林預
計全球需求增長100萬桶/日，沒有伊朗出口的
情況下市場適度供應過剩40萬桶/日。

美銀美林：布蘭特油價或跌逾20美元

■美國對華加徵新一輪關稅，或會削弱全球石油需求，
並促使中國購買伊朗石油作為反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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