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之郎四川基地由四川喜之郎
食品有限公司投资 7 亿元打造，属
省、市重大项目，建筑面积 14.5 万
平方米，拥有“喜之郎”“美好时光”

“优乐美”“水晶之恋”、“CiCi”“开
心时间”等多个知名品牌。业务主
要覆盖西南、西北 7 省，同时部分产
品辐射中南地区。投产后，第一年
产值达到 13 亿元。

04要闻 责编：杨国安 编辑：田丽丹 组版：蒋贤文 2018年12月12日 星期三

社址：遂宁市遂州中路718号 邮编：629000 总编室:2312551 办公室：2310721 广告部:2321300 订报热线：2314671 职业道德监督电话：2312551 发行质量投诉电话：2314671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遂工商广字003号 零售：每份1元

近年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全市民营经济
整体发展水平进入全省前列，涌现出一批创新能力强、发展速度快、管理水平高、企业信用好、社会贡献大的优秀民营企业。11 月 20 日，四
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发布“双百优”榜单，遂宁的天齐锂业、英创力电子、四川喜之郎 3 家企业荣获全省优秀民营企业奖。今（12）日
本报讲述这 3 家企业如何紧跟时代大潮，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勇拓市场，从而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树立行业标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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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行业的民营企业标杆

扎根遂宁
供应喜之郎西南、西北市场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左右，喜之郎四川生产基地（遂

宁）生产的“喜之郎果冻系列”“美

好时光海苔”“优乐美奶茶”“开心时

间巧克力饼干系列”等产品共计

3775 件，首次通过威斯腾西部铁路

物流园铁路专用线（遂宁南）驶向新

疆乌北。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的产

品通过铁路专线发往新疆、西藏、甘

肃青海等市场，产品供应市场也由

原来的 20 天左右缩短为 10 天。

“物流时间的缩短，将大大提高

喜之郎经销商的资金利用率，进而

大幅提升喜之郎四川遂宁基地在

西南和西北市场的占有率。”喜之

郎四川基地总经理戴元彬介绍，喜

之郎在 2017 年 10 月投产之前，西南

和西北的市场产品由广东基地来

供应。喜之郎四川遂宁基地投产

后，将完全取代其他生产基地，形

成对西南和西北市场的全覆盖。

目前，四川生产基地已经成为

喜之郎全国四大基地中规模最大、

设备最先进的基地。基地所生产的

“喜之郎果冻系列”“美好时光海

苔”“优乐美奶茶”“开心时间巧克力

饼干系列”等产品，已完成对西部地

区市场的供应，同时辐射中南市

场。截至 10 月，该基地生产的果冻、

海苔、奶茶系列产品已实现销售额

10 亿多元，预计今年销售额可达 13
亿元，上缴利税超过 1 亿元。

转型升级
满足市场高端个性化需求

“尽管喜之郎品牌与产品形象

深入人心，各类品牌产品市场占有

率 40~50% 以上，公司从长远发展

的目标出发，非常重视对新工艺和

新产品的开发。”戴元彬介绍说，目

前食品行业不断发生变化，消费者

已从单一追求口感及温饱到注重

科学营养、个性化及纯天然的转

变；以传统基因为主的果冻、奶茶、

巧克力饼干产品受到市场的挑战。

“今年 10 月，四川喜之郎投资

1000 多万元，用于饮料生产线和高

端布丁生产线的扩产，公司将逐步

向个性化产品转型升级。”戴元彬

介绍说，新的生产线采用国内最先

进的设备和工艺，预计明年 2 月可

以投产，投产之后，将带来 4000 万

的产值。

在戴元彬看来，“市场是企业

发展的方向，企业必须从供给侧层

面不断升级生产技术、提升生产工

艺，不断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个性

化产品，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提

高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树行业标杆
助推遂宁经济高质量发展

除了开发新产品外，四川喜之

郎还将进一步提升智能化生产程

度。“目前，我们已经实现生产前端

的 100%自动化，包装等后工序还

处于半自动化程度。下一步将大

数据计算模式应用到生产中。”

戴元彬告诉记者，目前喜之郎

正在致力于研发智能识别系统用于

替代人工识别系统，机器人装箱技

术用于替代人工转箱，通过自主研

发和引进国际国内领先的设备仪

器，提高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

等多层面管理升级，明年四川喜之

郎在技术升级上将再上一个台阶。

“质量是喜之郎人的自尊心”，

戴元彬说，喜之郎作为遂宁食品行

业的重要企业之一，还将进一步加

强质量体系建设与产品质量管理，

以零缺陷工作态度为消费者提供

营养、健康食品 ，树立行业标杆企

业形象。

同时，抢抓四川大力实施一干

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

放发展战略带来的巨大机遇，抢抓

遂宁市构建 5+2+1 现代产业体系

发展的黄金期，助推遂宁经济高质

量发展并做出更大贡献。

实行多品种、小批量的经营模式
6年成为西南最大的内资电路板企业

“国内市场和俄罗斯、欧美等国外市场的需求

都在不断扩大。”英创力副总经理艾克华介绍说，

今年以来，英创力每天都是 24 小时满负荷生产，

生产规模在西南地区属于内资第一。

领先的工艺技术，稳定的生产能力，以及准时

发货的信誉，使英创力在行业内名声鹊起，业务

快速增长。凭借“多品种、小批量、短交期”的市

场定位和稳定的交期及优异的品质保障，在全球

线路板市场塑造了 IQE 品牌。产品广泛应用于通

讯通信、交通电力、汽车电子、医疗器械、国防军

工等领域。目前合作伙伴已有 2000 多家，遍布世

界各地。2017 年，产值达到 4.1 亿元。

2018 年，随着英创力 2 期全自动生产线的投

产，英创力的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今年 1-10 月，

完成 4.2 亿元产值，预期今年产值将超过 5 亿元。

重视创新
每年投入3%以上用于研发

“英创力每年以 30%以上的增速发展”艾克华

说，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英创力重视研发的结果。

“英创力看好瞄准市场的既有需求，有方向

性地去创新”艾克华介绍，英创力每年投入销售

收入的 3%以上用于研发，并迅速将创新成果批

量生产进入市场。今年公司与电子科大强强联

合，研发的高阶高密度任意层互连印刷电路板关

键技术及产业化，带来了 3 亿多元的产值。

为鼓励员工的创新积极性，英创力创新人才

机制，实施 7255 战略。同时，英创力创新利益分

享模式，打造“工序利润中心”。有些部门，平均

一个月每名员工可以增收 500 元。

创新的人才机制和以市场的需求引导企业创

新，不断激发出员工的创新创造活力，从 4000 万

元建厂，到现有 5 亿元的资产规模，英创力仅用了

6 年多时间。6 年来，英创力的专利也从 0 增加到

拥有 56 项国家授权专利。

发力军民融合
打造高精尖电子产品

“英创力能够从众多电子企业中脱颖而来，打

响了遂宁电子企业民参军的第一枪，完全因为英

创力过硬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控制体系”，艾克

华介绍说，2015 年 9 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西南自

动化研究所一名高级工程师在调研英创力时，惊

喜地发现英创力的产品优于沿海产品品质，却低

于沿海制造成本。这位专家找到了更中意的供应

商，英创力也借此打开了军工市场。此后，经专家

的推荐，英创力又与绵阳九洲光电实现了对接，将

为对方提供大功率 LED 光电产品的相关配件。

“军民融合的产品要求非常高，特别是在产品

的稳定性方面”。艾克华介绍说，近年来，为提供更

加优质高端的军用电子产品，英创力专门成立了军

品研发团队，建设了专门的生产线。今年上半年，

英创力成功拿到了军民融合资质证。2018 年，截止

目前，军民融合产值已接近 5000 万元。明年开始，

英创力将进一步提升军民融合的创新力度，加大研

发团队建设，未来两年冲刺 2 亿元产值，将英创力打

造成西南电路板行业军民融合的标杆企业。

遂宁基地
全球锂业的绿色标杆

“天齐锂业是从遂宁走出去的国际企业，发源

地遂宁基地的建设尤为重要。”据天齐锂业遂宁

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如今天齐锂业已经步入

发展快车道，在全球锂电产业的发展中迅速扩张，

已形成核心竞争力优势，遂宁基地将成为天齐锂

业全球布局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要打造成为天齐

锂业在全球布局中的绿色标杆。

作为以锂精矿为原料转化提取碳酸锂及锂基

化合物的基地，要想成为绿色环保标杆，如何处理

好“三废”便是关键。三废，即废水、废渣和废气。

据天齐锂业遂宁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

来，天齐锂业投入 2 亿多元用于环保，通过使用新工

艺和新技术，将“三废”进行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去年，天齐锂业射洪基地进行了煤改气以及

回转窑实施双脱硫双脱硝工艺改进，如今工厂氮

氧化物的排放远远优于国家标准。”此外，天齐锂

业对矿石提取有效成分后锂渣利用研发也取得了

技术突破，除销售给水泥厂作为高级水泥材料

外，还可以作为高级装饰材料使用。

扩能安居
打造国内最先进的生产线

在遂宁安居打造国内最先进的锂业生产线，

也是打造遂宁绿色锂业标杆的重要一步。

为应对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持续带动的锂需

求增长，去年 12 月，天齐锂业与安居区人民政府

签约，宣布年产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工厂正式入

驻安居，预计在 2020 年 5 月底竣工。

“安居项目将天齐锂业多年的锂产品生产经

验加以优化，并与先进的自动化技术相结合，为

市场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安居项目负责人表示，

环保与安全标准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是安居项目

的重点。项目团队将发扬工匠精神，精心设计、

施工、运营，抢工期，控成品，铸精品工程，为国内

外电池级碳酸锂产品的供应提供坚实的后盾。

泰利森的锂精矿经过扩产后总产能将在 2019
年和 2021 年分别达到 134 万吨/年和 195 万吨/年，为

安居项目提供足够的锂辉石精矿。作为未来天齐

锂业的先进生产线标杆，安居项目将助力天齐锂业

提升中游锂盐产品的规模效应，同时也将进一步带

动遂宁锂电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产业带动
实现锂业高质量发展

天齐锂业的发展，带动了遂宁全市锂电产业

链的发展。早在 2004 年，射洪县就不断夯实锂电

产业的基础建设。随着天齐锂业的跨越式发展和

带动，射洪县开始以天齐锂业为龙头和引擎，逐

步从基础锂盐领域延伸至锂电池正极材料、动力

锂电池、锂电动力汽车的锂电全产业链条 。

自 2004年以来，在天齐锂业的带动下，已吸引 10
余家锂电相关企业入驻产业园，射洪县锂电产业总

产值从 2013年的13亿元增长至 2017年的 80亿元。

天齐锂业遂宁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能源

材料行业作为国家的战略性企业，有着广阔的市

场前景。目前，遂宁正在打造“5+2+1”现代化产

业体系，对锂电新材料的发展非常重视。天齐锂

业作为行业龙头，将继续发力，积极按照市委七

届六次全会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

的部署，继续加大对射洪工厂安全环保和自动化

改造的技改投入，以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称号

为鞭策，不断提升公司技术研发实力和转化能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天齐锂业遂宁基地：打造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标杆

四川喜之郎：
高质量打造遂宁
食品行业“标杆”

公 司 先 后 荣
获“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 信 用 企
业 ”“2017 年 度 经
济发展贡献奖”称
号、“先进基层党
组织”。2018 年荣
获“全省优秀民营
企业”称号。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和全
球领先、以锂为核心的新能源材料企业，业
务包括锂化合物及衍生物生产与锂精矿开
采及生产。目前已完成国内外的实业布局，
国内拥有遂宁、张家港、重庆三大生产基地，
国外拥有以澳大利亚泰利森为核心的资源
基地，同时在西澳大利亚布局两期共计 4.8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线项目，瞄准国
际高镍三元电池材料主流市场。遂宁基地
主要包括射洪工厂和在建的安居工厂。

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镁
锂新材料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
驰名商标等。2018 年荣获“四川省优秀民
营企业”称号。

英创力：打造西南电路板行业军民融合的标杆企业

四川英创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行业领先的线路板制造企业，“全球中、
大批量特种板、快板”知名品牌供应商，专业
生产 2－30 层中、大批量线路板。产品广泛
应用于通讯通信、交通电力、汽车电子、医疗
器械、国防军工等领域。

公司先后荣获中国印制电路百强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四川名牌企业单
位、四川省知识产权运用工程试点企业、四
川省创新型试点企业、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三等奖、四川省建设创新型企业培育企
业等。2018 年荣获“全省优秀民营企业”称
号。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