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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敏

本报讯 近日，记者获悉，“2018 浙商

全国 500 强”榜单出炉。榜单显示，位于

经济开发区的众泰汽车、群升集团和浙

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

名，分别以营业收入 208 亿元、169.7 亿元

和 14.4 亿 元 位 列 第 72 位、94 位 和 401

位。

“浙商全国 500 强榜单”自 2009 年首

次发布以来，今年已迈入第 10 个年头。

这张详尽收录了浙商强者成长轨迹的榜

单，已然成为浙商经济的风向标。10 年

来，浙商 500 强企业总营收从 1.95 万亿元

增长到 6.46 万亿元，从一个侧面记下了浙

商发展壮大的足迹。

今年，榜单的入榜门槛有了一个新飞

跃，达到 8.4 亿元，比上年提高 0.8 亿元；上

榜企业的平均营收为 129.2 亿元，比去年

提高 20.6 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众泰汽车

作为我市企业的龙头老大，其营收增长率

令人刮目相看，同比增长高达1128.48%。

去年以来，众泰汽车深入推进人才、

规划、研发、产品、采购、制造、品牌“七级

变速”战略，进行了转型升级和商业模式

创新，销量迅猛提升，助推业绩高速增长，

营收一路高歌。

群升集团已连续多年入围“浙商全国

500强榜单”，在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新常

态下，该集团始终保持强劲、稳健的发展

态势，得益于企业坚守实业、聚焦主业的

战略自觉，深入实施转型升级、机器换人、

智能制造，确保技术创新、市场营销、营销

保障三大能力持续精进。

作为我市首家上市公司，哈尔斯公司

近年战略向产品高端化及智能化、生产自

动化、市场全球化方向发展。去年，该公

司携手顶尖设计团队，应用“新工厂、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匠心打造出轻量系

列、迪士尼系列等众多新品，以过硬的产

品力屹立在杯业市场的前列，引领中国杯

壶行业发展新风向。

□记者 徐敏

本报讯 日前，瑞士驻华使馆在
北京举办的首届“瑞士创新周”活动
圆满落幕。

本次创新周以“数字化”为主
题，展开了一系列不同的活动和环
节，展示瑞士以高科技为驱动的创
新过程、创新能力以及相关机制，特
别是自下而上的创新模式。创新周
致力于进一步介绍瑞士为何被称为
全球首屈一指的创新国度，呈现中
国和瑞士在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和
进一步合作的潜力。

本次“瑞士创新周”活动上，展
示了惠氏奶粉、雀巢咖啡、ABB 等
瑞士一系列世界知名品牌，其中也
包括已被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收购的瑞士百年品牌
SIGG。在活动现场的 SIGG 展位
上，由哈尔斯公司副总裁吕丽珍亲
率的“瑞士 SIGG 军团”——经典款
铝瓶、304 不锈钢保温瓶、健康材质
Tritan 瓶和智能杯等产品吸睛无
数 。“ 公 司 收 购 SIGG 后 ，获 得 了
SIGG 品牌及其在欧洲等地的完善
区域销售网络。参与此次创新周活
动，就是希望以 SIGG 品牌为基石，
推进创新合作，将共赢带到新的发
展高度。”吕丽珍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 6 日晚举
办的瑞士创新周闭幕式庆典上，斩
获世界冠军超过 20 个的国乒队长
马龙用 SIGG Tritan 瓶做球拍，在
用 SIGG 保温杯做横栏乒乓球桌
上，与现场人员进行别开生面的互

动，更是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马龙第一

次为 SIGG 水杯打 call。去年 9 月
开始，SIGG 与马龙展开全面合作，
马龙授权哈尔斯在全球范围内的
SIGG 品牌及产品上有权使用其形
象相关的信息进行商业推广活动。

自成功牵手以来，在马龙征战
的各大赛事现场，都能看到 SIGG
水杯的身影，也带来了强大粉丝效
应。SIGG推出的马龙定制款水杯，
更是一经上市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
的好评和热捧。

吕丽珍表示，无论是从市场影
响力还是实际销售额上看，SIGG与
马龙的合作是该公司重视自主品牌
推广的积极举措，对开拓国内市场
具有积极影响。

□记者 徐敏 通讯员 黄田

本报讯 9 日，2018 智能锁产业
发展峰会暨“葵花奖”智能锁品牌
评选大赛，颁奖盛典在广州建博会
会场举办。

凭借强大的影响力和创新力，
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
再度斩获两项大奖，其中王力智能
锁获得“2018 智能锁消费者喜爱
十大品牌”，旗下全新推出的新款
产品 Z111 钢铁侠荣获“2018 智能
锁安全质量奖”。

物联网时代，现代消费群体对
智 能 锁 安 全 性 能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王力安防始终立足于消费者
的痛点，对产品安全性能严苛要
求，严格把关，让智能锁真正成为
家的守护者。

在本届智能锁“武林大会”上，
王力智能锁 Z111 钢铁侠与 80 余
家智能锁企业携上百款产品同台
竞技，在这场产品力大比拼中脱颖
而出。

“Z111 钢铁侠采用全球优选
的指静脉模组，取用生物手指内部
静脉信息，天然活体认证，认假率
百万分之一以下。其采集系统、识
别系统、控制系统三者分立，识别
模组与主板及前后面板一对一加
密匹配，更加安全可靠。”王力安防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产品还运

用了虚位密码防窥设计和胁迫密
码防胁迫设计，保护家人安全，给
消费者带来至高的安全感体验。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凭 借 着 更 安
全、更耐用的黑科技优势，王力智
能锁短短一年时间就开出了 200
多家高端专卖店，足见其在市场上
的受欢迎程度。

SIGG水杯闪耀“瑞士创新周”
乒乓球世界冠军马龙现场为哈尔斯旗下品牌打CALL

王力智能锁再捧“葵花奖”
Z111钢铁侠拿下“2018智能锁安全质量奖”

马龙在马龙在““瑞士创新周瑞士创新周””活动活动现场现场

开发区企业在转型升级大道上奔跑

众泰群升哈尔斯入围“浙商全国500强”

开发区网格化开展环保培训

助推绿色发展
守护天空蓝
□记者 徐敏

本报讯 近日，经济开发区联合市环
保局组织辖区企业开展环保培训。

培训会上，市环保局执法工作人员结
合 5 月份至今办理的环保案件以案说法，
宣传与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整治经验
和教训，要求企业高度重视废气、废水、固
废的规范处置，尤其是细节上处理，容不
得一点马虎。

与此同时，该局工作人员还就企业在
环保整治过程中遇到的疑点、难点等问题
进行了及时解答和建言献策，帮助企业在
整治过程中少走弯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记者了解到，作为我市工业经济主战
场，开发区高度重视环保整治，并将其纳
入十大民生实事。在开展 VOCs 五金涂
装整治、锅炉整治、环保两违清理等方面，
开发区多措并举，打出了组合拳。

同时，开发区也积极做好服务文章，
主动对接环保职能部门，以划分好的13个
全科网格为单位，分批次、分期组织企业
开展环保培训，更好地推动企业规范提
升、绿色转型，守护天空蓝。

“葵花奖”自2017年成功举办第

一届之后，不仅提升获奖及参选企

业在业内和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更是推动了智能锁行业的快速

发展，而且得到了业内及各界人士

的一致认可，被业内誉为智能锁行

业的“奥斯卡”。

作为智能锁行业“含金量最高

的奖项”，“葵花奖”由中国智慧人居

产业促进会、网易家居联合主办，旨

在为风口之上的智能锁行业树立权

威品牌，引领行业蓬勃发展，帮助消

费者严选智能锁。

2018“葵花奖”自 3 月 21 日在中

国建博会（上海）启动之后，考察团

走访 33 家企业，真正与企业家们面

对面交流，畅谈行业发展遇到的各

种问题，为“葵花奖”的评选带来客

观的认知。同时，通过网上投票与

专家评审会相结合的方式，奠定中

国“葵花奖”在行业评选客观公正的

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