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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货车跑全国，有路就有高安车。”
一组数据作了印证：高安拥有货运车辆超 15

万辆，运力达200万吨，是全国知名商用车集散地
和运力输出地；全市物流汽运公司突破 3800 家，
拥有遍布全国的物流、信息服务网点 2000 多家；
从业人员达 20 万人，每 5 个高安人中就有 1 人从
事物流汽运及相关产业……

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高安市，如何让
物流汽运的小车轮“转”出实际产值超千亿元的大
产业，并做到产业规模和影响力位居全国各县市
前列？带着疑问，3 月下旬，记者来到该市一探
究竟。

车轮子里觅商机

一辆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往来穿梭，繁忙热
闹；商用车销售商店、汽车修理厂、汽车配件销售
和轮胎销售门店、加油站等店铺林立……这是记
者刚下昌栗高速，驱车前往高安市区路上看到的
景象。

此番景象令记者震撼，而对江西一千零一网
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程焱来说早已习惯。
解放、东风、欧曼……路上跑的款款货车，他一眼
就能看出车型，甚至能估摸出大致价格。

为何程焱如此眼尖？因为他是一个长在货车
旁的“百事通”。

改革开放初期，得益于两条国道穿境而过的
优越交通区位，以及我国放开公路货运市场准入
的契机，高安农民纷纷做起了汽运生意，从周边县
城渐渐跑向全国，“千家万户跑运输”的局面逐步
形成，程焱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家族里很多亲戚
都在跑运输，我从小就在货车旁玩耍，练就了一双
能鉴别车况的‘火眼金睛’。”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从事物流汽运行业的人
越来越多，高安的货车保有量大增，单打独斗式的
个体运输难以得到更大发展。“光是塔水村，50多
户人家就有 80 多辆货车，大家各跑各的，赚不到
钱不说，还因抢生意闹出不少矛盾。”程焱告诉记
者，行业发展遇到瓶颈后，大家坐下来一起谋出
路，决定以村、家族为单位抱团取暖，成立运输公
司，开始公司化经营。程焱也凭借对各种车辆的
了解和能说会道的口才，开始卖起了二手车。

随着越来越多专业人才、社会资本、民间资金
等资源要素聚集涌入，高安物流汽运产业根基越
来越深厚、底子越来越扎实、土壤越来越肥沃。程
焱嗅到了其中的商机，决定深耕市场，于是成立公
司创办二手车交易平台。“现在我们的买家已经遍
布天南地北，甚至有非洲小哥慕名而来。”

程焱的创业历程，反映了高安物流汽运产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蜕变。高安
物流汽运发展史，就是一部高安人民辛勤奋斗的
历史。“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再苦再累也要跑运
输。”如今的高安，形成了集物流运输、汽车贸易、
金融保险、维修保障为一体的全产业集群，基础扎
实、配套齐全、金融灵活等特点，产业发展已成
气候。

“双轮驱动”促发展

“我们除了每天要接待四五百人进场交易二
手车，每周还得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物流汽运行
业从业者前来学习考察，接受采访的时间都是挤
出来的。”一到高安市瑞州二手车交易市场，负责
人郑文平便向记者“诉苦”。

瑞州二手车交易市场，是高安市委市政府为
促进物流汽运产业健康发展的得意之作。

高安是全国拥有较高知名度的二手车集散
地，全市共有近千家二手车经销企业，年平均交易
二手货车 6 万辆。因为商用车种类繁多、车况不
一，加之行业监管缺失，一些商贩不法经营，导致
骗取定金、强买强卖等交易乱象丛生。面对产业
发展痛点，该市投资1亿元，于2017年建立瑞州二
手车交易市场，要求所有二手商用车交易手续必
须进入市场大厅集中办理，并引进政府相关机构
进行监管，确保每个交易过程透明化、规范化。

不仅如此，高安专门成立了货运汽车产业基
地管委会，统筹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公安、交
通、法院等涉运部门还专门成立了汽运派出所、车
管分所、调处中心、交通法庭等派驻机构。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物流技术装备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侍小彬对高安的一系列做法表示肯定：“为促进产
业发展专门配套系列行政服务机构，高安在物流
汽运领域作出了许多创新。”

“我到高安考察不下 50 次，看到了当地政府
对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也看到了产业发展的巨
大潜力。”3 月 18 日，受邀来高安参加第十届中国
城市物流发展年会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商用车专
业委员会秘书长钟渭平对记者说，“这也是以往只
在一二线省会城市或装备制造基地、物流集散中
心等地举办的年会，两次选择在高安这一中部地
区县级市举办的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12月底在高安举办的第七届年会上，中国交通
运输协会授予高安市“中国物流汽运之都”荣誉
称号。

无论哪个行业，行业相关信息的发布者，往往
在市场竞争中拥有话语权。在江西，有两个以市
县地名冠名的区域经济指数，在行业内起着风向
标作用。一个是铜业市场价格的晴雨表——“鹰
潭铜价”，另一个便是“高安指数”——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发布的全国商用车行业综合指数。身为国
内最大商用车交易集散地之一的高安，吸引了全
国各大商用车品牌，尤其是重型卡车品牌前来开
设两家以上的一级经销商。不仅如此，企业想要
发布新款车型，首站一般都会选择高安，若在高安
销量可观，才会推向全国市场。

高安物流汽运产业的发展车轮，在当地政府
和行业协会的双重驱动下滚滚向前。2020年，高
安物流汽运产业实际产值超千亿元，上缴税金 15
亿元。

一业带动百业兴

“在高安各大楼盘买房，登记购房者信息后发
现，5 个人中有 4 个是汽运人，有的企业甚至组织

员工团购。”高安货运汽车产业基地管委会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不仅是房地产行业，餐饮业也是另
一大受益者。每当夜幕降临，各大饭馆、大排档热
闹非凡，你能听到桌上很多客人操着外地口音。”

看似夸张的话语中，不难发现物流汽运产业
对当地其他行业的巨大影响。

数据统计，高安现有汽车经销商 73 家，年销
售各类商用车 5万辆；年交易二手商用车 6万辆。
鳞次栉比的销售门店和纷至沓来的购车人群，带
动了如汽车改装、维修、零部件供应、加油、餐饮、
住宿等相关行业同步发展。

一业兴而百业旺。该市现有物流汽运公司
3800余家，与汽车相关的制造企业几十家，汽车配
件经营户 260户，汽车修理企业 300户，技术人员
1000余人，全市物流汽运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达
20万人。

虽然高安物流汽运产业已成气候，但是随着
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传统物
流汽运产业面临资源整合和行业洗牌的风险，转
型升级压力巨大。

“推动物流汽运产业向数字化转型，关键一步
是要实现‘地上跑’与‘天上飘’协同，产业链供应
链融合。”在第十届中国城市物流发展年会上，高
安市委书记袁和庚说，“‘地上跑’是指驰骋于全国
各地的高安籍货车；‘天上飘’是指互联网、区块
链、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具体来说，就是要让驰
骋在全国各地的15万辆高安籍大货车，通过互联
网平台和数字化手段，把他们产生的营业额和税
收放在高安结算，让价值体现在高安，从而实现

‘车跑世界、云聚高安’的发展目标。”
为此，高安早已着手引进一批具有互联网、物

联网等核心技术的国内知名物流平台。“自从2018
年公司项目落户高安后，许多员工在这里安了家，
高安可以算是我的第二个家了。”江西行者物流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东告诉记者。不仅如此，这
个实行“互联网+智慧物流+供应链金融”发展模式
的国家 4A级物流企业，更是把总部搬到了高安。
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达15亿元，上缴税收超7000
万元。

更为欣喜的是，去年8月，高安市政府同时与3
家国内知名物流企业——安能物流、壹米滴答和及
时马签订了总投资85亿元的合作协议。其中安能
物流计划五年内投资60亿元，利用“互联网+现代
物流”技术，实现以高效率、低成本方式来承运安能
自有干线运输任务，预计最高每年上缴税金 2.5
亿元。

高安，正在物流汽运产业高质量发展上大步
向前。

3月30日，在江西省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机务工程部，“老师傅”梁建国
正带着三名同事，头戴 VR 头盔，手
握操作手杆，进行VR机务培训。

“眼前呈现的绿色虚线，就是平
时整机放行检查的规范路线，跟着
箭头的指引，我们就不会遗漏检查
项目。”梁建国一边讲解一边带着同
事行走。记者看着眼前的一块大屏
幕，“共享”着他们的教学画面，各种
检查事项一一显示，检查标准一目
了然。

这套为机务维修开发的 VR 民
航机务实训系统，由省机场集团联
合南昌本地 VR 企业开发，目前主
要涉及波音 737 飞机的检查程序
（其中检查项目达 300 多条），以及
该机型换轮工作的全流程，今年 3
月正式投入使用。

“VR+机务，解决了机务维修和
检查的痛点、难点，提升了培训效
率。”省机场集团机务工程部机务队
副经理熊宇介绍，传统的机务培训
都是对着书本和视频，看知识点掌
握技巧，然后抢抓飞机停场时间，带
着机务人员进入飞机进行讲解。“传
统的机务培训场景难、成本高、风险
高，如今可是大不同了。”他认为，
VR 技术能够帮助机务人员快速适

应飞机维修专业环境、学习飞机整
机放行的工作流程，形成直观的情
景意识，养成良好的维修工作习惯，
缩 短 机 务 人 员 入 职 的 岗 前 培 训
时间。

随后，在梁建国的课堂上，记
者对这些“不同”有了更直观的了
解——

“我们肉眼无法看到发动机的
内部构造，现在大家跟着我‘跳’进
按照 1∶1 比例设计的发动机，可以
直观地熟悉其内部结构。”

“飞机驾驶室是机务维修的重
点和难点，以前实训时生怕学员乱
碰乱摸精密仪器，从而造成安全事
故，现在大家可以用手柄触摸每一
个模拟按钮，了解功能结构。”

……
据悉，VR+机务的创新理念源

自2018世界VR产业大会期间，经过
省机场集团与南昌本地 VR 企业的
深度对接，双方于2019世界VR产业
大会期间正式开发 VR 民航机务实
训系统。目前，该实训系统正在加速
推广，逐步实现全省机务人员的培训
全覆盖，并将通过5G技术，升级相关
软件，实现我省各设区市支线机场的
异地机务培训，更大限度提高培训效
率，助推我省加速建设“智慧民航”。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
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800 多年前，辛弃疾
这样描述铅山县稼轩乡的丰年景象。

800多年后，辛弃疾的一个山东老乡，同样在
稼轩乡岩前村扎根。修路、建渠、兴产业、推旅
游，在经济薄弱的岩前村种上840亩高山有机茶，
把岩前村变成全省5A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吸引游
客 9万余人次，带来旅游收入 700余万元。她，就
是全省最美扶贫干部——省旅游集团派驻岩前
村第一书记陈卫东。

修筑幸福路

2015年之前，岩前村是这样的景象：一条3米
宽的进村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部分
村组隐身于群山之中，村民出行要翻山越岭。

2016年，初到岩前村，陈卫东便走村串组，收
集民情。村民一致反映：当务之急，岩前村需要
修建进组入户路。

年逾五十的陈卫东四处奔波，争取到乡村班
车客运网络项目资金 160 余万元，又从省旅游集
团争取了20万元扶持资金。

从道路勘察到公路设计，再到监督施工，陈
卫东事无巨细全程参与，直至一条4.5米宽的致富
路全部完工，在这条主干道沿线，一条条进组入
户路蜿蜒伸向远方。

眼睛几乎失明的60岁村民巢玉兰，以前因为
路不好，常年守在家里。如今道宽路平，她经常
顺着柏油路散步，逢人就说：“感谢村里来了个好
书记，没有她，我出家门都难。”

当村道修往王坞垅组时，村民自发为村干
部、工程队送茶水、灯盏果等，81岁的村民张梅花
说：“谢谢陈书记，我终于可以出山了。”

搭建民心桥

岩前村有5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多数是因病
因残致贫。

陈卫东每到一户都详细记录他们的情况：“10
岁的傅凡凡（化名），靠60多岁的爷爷抚养”“75岁
毛重阳和 73 岁毛讨饭两兄弟，都是智障，没有劳
动能力”……

除了发动同事结对帮扶，陈卫东还把丈夫拉入扶贫队伍，动员身边的朋
友和战友一起参与扶贫。五年来，她联系各方先后为贫困户、留守儿童、困
难党员、老党员等捐赠款物合计30余万元。

在陈卫东的竭力帮扶下，傅凡凡已在当地初中就读；毛重阳和毛讨饭住
进了农村保障房，有了政府兜底保障，他们不再为生计发愁……一次次帮扶
就是一次次精准滴灌，这感染着村民，也搭建起了一座民心桥。

曾经得到陈卫东帮助的郑维恩说：“陈姐比我的亲人还亲。”70多岁的村
民余珊隔三岔五就从自家田里摘些蔬菜送给陈卫东。去年底，因病去世的
赵天恒在弥留之际仍说：“陈书记是我们村的好书记。”

拓宽致富业

2018年，我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对各单位派遣的第一书记年龄超过五
十或已工作满三年，可选择另派他人。当省旅游集团党委征求陈卫东意见
时，她动情地说：“岩前村已成为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岩前村不脱贫，我决不
回省城。”

陈卫东心里已经为岩前村画出了一幅美好蓝图：完善岩前村旅游公路、
游步道、公厕等设施，结合秀美乡村及新农村建设，为480户村民修建水冲厕
所，打造村民休闲广场，将岩前村镶嵌在鹅湖书院、葛仙山景区、河口古街等
景区之间。2019年10月，岩前村以产业扶贫形式成功申报全省5A级乡村旅
游示范点。

2018年，岩前村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2019年，省旅游集团租
用外出务工人员房屋，改造民宿100间，不仅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还带来
不少收益。省旅游集团按每亩300元租金流转岩前村山林，通过“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方式种植高山有机茶，又以“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发展红
芽芋种植，脱贫户户均增收1000元。

去年底，投资50万元的岩前茶厂落成。当前，正进入抢收明前茶的关键
时期，茶厂制茶设备不仅能快速消化村民采摘的鲜叶，还吸纳附近数个村庄
的鲜叶。看着快速转动的机器，岩前村党支部书记江兴红激动地说：“我们
要继续培养一个懂农业、爱农村的村两委班子，把陈书记带来的新理念引入
岩前村，让百姓富起来、村庄强起来。”

车轮滚出黄金道
——高安物流汽运产业享誉全国的背后

本报记者 杨学文 张 晨

当机务遇上VR——

机务维修培训
更高效、更安全、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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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
春雨过后的
南昌市高新
区鱼尾洲公
园 ，树 木 翠
绿，一艘小船
荡漾在水面，
构成一幅美
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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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一家大型商用车交易市场内，一辆辆货车整齐排列。（高安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