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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产业与一座城市碰撞，会产生怎样的

火花？

  2022 年 11 月，在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装备制造产业园，奇瑞乘用车新车型生产项目正式进

入批量试生产，首台 T18P 车型顺利下线。

  奇瑞乘用车新车型生产项目总投资 14 亿元，于

2021 年 6 月开工建设，主要建设 T18P（插电式混动）

和 A13TA 两款新车型生产线，产线能力可满足同平

台四车型共线生产。

  “制造”变“智造”正是这条新生产线的鲜明特征。

  项目将焊装车间升级改造为焊装智能车间，生产

制造工艺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可实现作业自动化、过

程数字化、检验智能化、物流 AGV 化。新生产线使用

机器人 142 台，自动化率 65%，年产能 12 万辆，并规

划预留了 22 万台的产能提升空间。“新车型项目全面

投产后，奇瑞鄂尔多斯整车项目年产值预估超 100 亿

元。”奇瑞汽车鄂尔多斯分公司副总经理胡俊介绍说。

  不止于产能产值的扩张，项目后续带动力和影响

力也将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厚植动能。

  新车型项目建成后，预计将进一步吸引更多汽车

相关零部件配套项目入驻，最终形成集汽车整车、配

套零部件生产于一体完整的汽车产业链生产基地。

  而在项目规划蓝图里，汽车零部件工业园二期建

设已列入清单，计划于 2023 年 9 月完成厂房建设，逐

步引进高附加值零部件，力争本地化率达到 75%。

攀登进阶 打造“产业地标”

  回溯奇瑞鄂尔多斯项目的时间线，一幅“从零起

步”的整车制造产业图景跃然眼前。

  2010 年 5 月 17 日，奇瑞鄂尔多斯项目举行开工

仪式，同年 7 月 18 日，项目打下第一根柱子。

  12 年来，和着鄂尔多斯市和东胜区产业转型的坚

实步调，奇瑞鄂尔多斯分公司持续攀登进阶：

  ——— 2013 年，乘用车项目正式投产，汽车零部件

工业园同年启动。

  ——— 2015 年，发动机和变速器项目正式投产。

  ——— 2021 年，奇瑞新能源矿卡投产。

  ——— 2022 年，奇瑞乘用车新车型生产项目加速

“上马”，实现提前一个月首车下线 ......

  伴随奇瑞项目的扎根发展，是东胜区历年如一的

关注与扶持。

  产业是发展的“源动力”和“推进器”。东胜区始

终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紧紧抓牢产业这个主攻手和硬支撑，将“转

型”“绿色”理念深植于产业发展全过程，大力培育新

兴产业，扩大产业集群，延长产业链条，不遗余力为产

业发展架桥铺路，全力为项目提供标准化全程服务，

推动成为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地标”。

  建设之初，奇瑞鄂尔多斯项目就规划为集汽车整

车、配套零部件生产于一体的汽车全产业链生产基

地，包含有整车制造、动力总成、新能源重卡和零部件

工业园四大部分。截至 2022 年 10 月，项目累计总产

值达到了 624 亿元。

  “我们不仅在鄂尔多斯立住了脚，而且不断升级

迭代，成为奇瑞汽车八大生产基地之一，同时也是内

蒙古自治区唯一的整车生产基地。”奇瑞汽车鄂尔多

斯分公司副总经理胡俊说。

乘势借力 高新区为企业插上腾飞之翼

  奇瑞汽车鄂尔多斯项目所在的装备制造产业园，

正是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园”之一。

  2022 年 4 月，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启

动整合扩区。开发区配齐配强领导班子及相关岗位

干部，人员力量快速统一，发展思路逐步清晰。

  2022 年以来，高新区紧紧围绕国家、自治区和鄂

尔多斯市产业发展部署要求，盯紧“创新发展示范

区”、“转型发展引领区”和“产城融合科技城”的定位，

把抓发展的注意力聚焦到项目招引上，把稳增长的着

力点集中到项目建设上，全面完善产业图谱，绘制招

商地图，明确全员招商工作任务，落实项目建设包联

责任，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人马、专人专班、专门推

进”全程包联机制，紧盯项目落地、紧抓政策落实、紧

密配合协调，营造“人人都是招商员、人人都是建设

者”的浓厚氛围。

  目前，高新区总面积达到 270.6 平方公里，基础

设施完善，生产生活条件完备、环境优良，已形成高新

技术产业园、装备制造产业园、轻纺产业园“一区三

园”的产业格局，入驻企业已有 400 多家，涉及汽车整

车及零部件、电子器件、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应

用、矿用设备制造、纺织、制药等多个产业门类。

  站在新起点，奇瑞汽车鄂尔多斯项目发展的信心

更加蓬勃，“我们将继续踔厉奋发、不断创新，为奋力

开创鄂尔多斯现代化建设贡献积极力量。”

  文/廉晓梅 刘冬 高瑞涛

·广告·

本报记者周琳、丁汀

　　“我们还活着！”有人说，能坚守到
现在的小店，都是闯入决赛圈的选手。
街头巷尾的特色小店，是一座城市经
济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城市烟火气
和人情味的承载。
　　岁末年初，记者走进上海十几家
不同业态的小店，有的刚开业半年就
受到疫情影响，有的做了几十年线下
实体却赶上市场遇冷，这些决赛圈的
选手，依然在跑着不一样的比赛。

  “白天清完货，晚上就买票回

家过年”

　　晚上七点，新七浦市场的门一个
接一个关了，市场里的灯却一盏接着
一盏更亮了。
　　一天中最人声鼎沸的时间开始
了。“今天‘炸不炸’西装？‘炸’的，全部
给宝子们炸完”“家人们看好了就把颜
色大小打在公屏上”“给粉丝留十秒钟
犹豫啊，不转账就踢单了”……此起彼
伏的直播声，在店铺里响了起来。
　　七浦路服装批发市场是上海最大
的服饰批发地，数以千计的小店扎根
于此。过去，这里是不少实体服装店货
源的集散地，巨大的黑塑料袋是买手
们的标配；而如今，人流减少让批发的
生意淡了，直播成为小店自救的最好
选择。
　　这段时间，正是清库存回家过年
的日子。
　　“以前哪需要开直播，实体店的生
意都做不过来；2022 年，一年只做了
小半年的生意。”牛牛服饰店主周小白
是个“新手主播”，1 月 5 日是她正式
开直播的第三天。她深知：左邻右舍都
开了直播号，不能只是等客人上门。
　　直播刚两小时，周小白就因为违
禁多次被平台提醒。“不知道套路、也
不会话术，着急啊！那些大主播十分钟
就能卖几十件。”她展示着自己的手
机：开播一下午，只卖出去 47 件。
　　周小白并非最难的。唐女士卖力
地在镜头前试着羽绒服，直播间里却
只有两个观众，其中一位还在公屏上
说，“退了退了”；另一家也好不到哪里
去，“卖一件亏 20 块，但不卖就是全

亏掉”。
　　快递小哥可能是市场里最受欢迎
的人。他们拉着大拖车，一层一层收包
裹。“我承包的这一层，一天几百件吧，
天天就扎根在这。”服饰批发市场的车
库入口，就是顺丰速运的中转站；小哥
们也非常清楚哪些家是“大户”，总是
优先包装。
　　周小白很羡慕自己楼上的店铺，
主播吴小姐是个“老手”，上播游刃有
余。5 日早上八点开始，她已经连续直
播了 7 个小时，收成不错，卖掉了大
几百单，一场观众也有五位数。店里每
个人分工非常明确：两位主播出镜，一
位店员负责拣货，一位负责上链接和
盯紧平台规则，甚至还有一位店员负
责“捧哏”，“不转账就踢单了啊”“踢宝
子做什么呀，再给她五秒钟，来倒计
时”……
　　下播第一件事，吴小姐就拿起她
的“吨吨杯”。“你得真诚，既要把产品
做好，还要不断上新货，又要做好售后
服务，更要回复公屏上每一个人的问
题，否则粉丝们就不爱看了，2023 年
要冲击六位数的人数。”而就在吴小姐
家隔壁，“六号”店铺一场直播的场观
人次已经达到十几万人。

  “你把东西做好吃了，做 30

年都有得做”

　　凌晨三点，老伴儿孙都还在休息，
王成计已经起床。他要和面、调馅、熬
酱、切菜，为自家葱油饼准备各种配
料。“30 多年了，这个事不能让别人
干。别人调，味道就不对，老主顾一吃
就吃出来了。”
　　王成计在上海做葱油饼已经 30
多年，很早就在长宁区北新泾开店的
他，一直坚守着北渔路的门脸。每天，
他的店要消耗掉 600 多个鸡蛋、40
斤面粉、10 斤葱。
　　“好咪道”（即“好味道”的上海话
发音）是街边老店“拴住”食客的法宝，
但人情味更是不可替代的引力。早上
六点，天还没亮，老主顾就陆续上门。
几乎每个老主顾王成计都认识：这位
家里是开店的、那位养的柯基叫“贝
贝”，有客人一定要吃“双蛋韭菜”的口
味……“他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一看

就是又来加班了。”来了一位老主顾，
王老板对记者介绍道。
　　锅烧热了就不能停下。七点还没
到，快递单又“滴滴滴”地响了起来，王
成计把门口的大锅交给小儿子王晓
东，自己在屋内又支起了一口新锅，儿
媳妇在门口负责打包收钱。
　　这样的忙碌从早晨开始，一直要
持续到晚上十点半。午后订单少的时
候，一家人会忙里偷闲休息一下，迎接

“晚高峰”。“全年无休，第二天三点多
又要起来，不过做了这么多年，也习惯
了。打算做到 15 日，就回家过年。”王
成计说。
　　擀面、涂油酥、抹猪油、垒上一大
堆葱花，压制成饼，先煎后烘，才能做
成一个焦脆的葱油饼。这手艺王成计
教会了很多人，最让他自豪的是，“王
记葱油饼”这个品牌是他带到上海的，
如今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家族企
业”。

　　上海一共有五六家“王记”，分别
是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甚至亲
家、老表开的，做的都是这“滋滋冒油”
的生意。即便是个需要起早贪黑的老
手艺，也没什么大的科技含量，儿孙们
还是愿意跟着他，踏实、肯干，勤勤
恳恳。
　　每一家“王记”，都有个调酱师傅，
伙计可以换，这个“灵魂人物”不能走。
在宁波路“王记”，王桥就是这个“灵
魂”。她请了几个员工，自己也不能甩
手，每天亲自调酱，“现在路上也没有
游客，更不能让老主顾因为味道走掉
了”。
　　在王桥的印象里，之前高峰时不
排队半小时，都吃不到新鲜烤制的饼，
狭窄的人行道上排着几米长的队伍，
一天可以卖掉 2000 多个，60 斤葱一
天 都 能 用 完 ，现 在 一 天 只 能 卖 掉
1000 多个。
　　做到 1 月 5 日，王桥暂时停了下

来。她要开始一项新的大计划：装
修。“花个六七万、装个‘网红店’。饼
不会涨价，但口味还是要做到更好，
争取让更多人来买。”王桥说，你只
要 把 味 道 做 好 了 ，做 3 0 年 也 有
得做。

  “自己多一个选择，就多一

条路走”

　　在杨浦区大学路上的谷川杂物
店，你可以看到钢铁侠手办旁边，就
是日本的狸猫玩偶；中古的摆件来
自英国的调剂商店、日本的小村，数
下来竟有 100 多个地方的产物。
　　店主王俊并非天天都在，“回头
客”来之前，有时需要在微信上提前
和他问一下。他一个人做着三份生
意：既是新西兰多个牛羊肉品牌的
贸易商，同时还做了几十年的服装
贸易。
　　 2021 年下半年，王俊开了“谷
川”，谷是丰收、川是不息，都是“好
词”。他把只有十来个平方米的小店
分成了三个区域：一部分卖进口碗
碟；一部分卖手办；还有一部分卖中
古摆件，是根据大学路年轻消费群
体多的特色，量身定制的产品。“这
件是戴安娜王妃结婚时的杯子，这
个装威士忌的瓶子其实是个八音
盒，那个是有着好几十年历史的摇
线圈的机器……”王俊说。
　　穿过仅有五六十厘米宽的楼
梯，杂物店下方是一个简单的会客
室，可以喝茶、聊天、品酒、吃肉。这
里是王老板做贸易、谈大单的“后
院”，杂货店没有客人的时候，他经
常约朋友过来谈单子。
　　杂货店 2022 年没赚钱，要靠
其他两份生意来“补一补”。但王俊
不认为这是常态，他找人搭建了一
个线上平台，要在 2023 年把“O2O

（线上到线下）”生意做起来，还在和
朋友谈直播，也在物色自己的下一
个生意——— 找个线下的地方，卖中
古家具，“你得升级，否则人家都在
变化，你就被淘汰掉了”。
　　和王俊一样，大学路上花店

“魅·Charine ”店员王正午也是个
斜杠青年。周四和周五，他是一个直

播团队老板的助理，其他时候他是这
家花店的花艺师。学计算机的他，认为
理工男做花艺有优势，“更多元、没条
框，客户需要什么我就能做什么”。
　　 1 月 4 日，是花店开业的第四
天。王正午正卖力吆喝：“现在是年底，
老板得买花送员工吧！后面就是春节、
元宵节、情人节、女神节……哪个节不
都得买花吗？加个店微信，后续都能送
上门。”
　　王正午初中的时候就跟着妈妈
做花艺，后来他卖过中古商品，搞过直
播，干过很多行当。“你比别人多一个
技能，就多一份保障，就是你选择别
人，不是别人选择你。”王正午说。
　　这天的客户是从网上订购了鲜
花送到了花店，让王正午包好，但是花
没有提前几天醒、比较小，包起来很难
蓬松；好不容易完成了，客户又嫌花没
被吹开，不够大气，只能拆掉重包。忙
活了一两个小时，王正午没有收人工
费，就只收了个包装钱，不到一百元。
　　王正午还是愿意留在上海。他觉
得大城市的环境像大海，年轻人可以
到海底捞到更多的宝藏，所以他要多
打几份工，也给老家待产的妻子更多
安全感。他的梦想是成为自己师父那
样“天花板”级别的花艺师，“你想想孙
悟空，会七十二变，那才是真正的‘斜
杠’”。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9 月底，
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 1.11
亿户，解决了近 3 亿人的就业问题。
以最大力度支持“小店经济”、畅通经
济毛细血管，政府部门也在不断探索：
在浦东新区，从事维修、配钥匙、裁缝
等行当的个体工商户，没有实体店面
也能申请证照；新修订的《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允许划定一
定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税务
部门用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缓缴社
保、精细扶持……
　　江湖水犹寒，天地有春风。上海市
商务委数据显示，元旦节日期间上海
线下消费超过 120 亿元，环比增长
5.6%，外滩、豫园、南京路等知名商圈
再次出现“大排长龙”的现象。2022
年，小店也有坚持和梦想，和不断回归
的城市活力一起，迈向 2023 年的滚
滚春潮。

不 容 易 的 小 店 ，了 不 起 地 归 来

▲王记葱油饼是北渔路上最早开门的店铺之一（1 月 6 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