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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南山人来讲，1978至2018
这四十年，却是值得铭记于心的四十年，是值得欣慰自豪的四十年。

从贫穷落后的山村到全国闻名的小康村，从村办手工作坊到中国500强企业，南山人敢为人先、自
强不息，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兴村”之路，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成功
范例。

回眸南山四十年发展史，那是一幅绚丽夺目的创业画卷，那是一首激情昂扬的奋斗诗篇，那是一曲
荡气回肠的进取乐章。

时光回溯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胶东半岛泳汶河
畔的前宋村，富有远见的三小队领导班子敏锐地捕捉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决定带领村民发展工副
业来致富，从此翻开了南山人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崭新篇章。

正如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所言：“改变世界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寻找梦想中的乐园，当他们找不
到时，他们就亲手创造了一个。”

四十年风雨磨砺，四十年春华秋实。南山的发展历程，既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巨大变迁，也凝聚着一代代南山人的汗水和智慧。全国文明村、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区、魅力新农村
十佳乡村、中国企业500强、改革开放30年山东省功勋企业……这一个个沉甸甸的荣誉称号，都是对南
山人四十年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是对南山发展成就的最佳褒奖。

冰心老人曾写过一首蕴含哲理的诗歌，“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南山的成功之花是如何绽放的呢？南山四十年创业发展史给出了答案：一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
激活了南山，党和政府“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号召引导了南山；二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
心支持培育了南山；三是全体南山人团结拼搏、勤奋务实的付出成就了南山。

忠诚、责任、勤奋、敬业，南山文化在企业运营中爆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南山人用实践证明：只要心
中有梦想，而且努力去付出，就有机会创造奇迹。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四十年，是一座里程碑；四十年，更是新的起跑线。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远行的巨轮再次起航，斗志昂扬的南山人将踏上新的发展征程，奋
力打造更有活力、更专业化、更国际化的的新南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光添彩！

四十华章结硕果  
百年宏愿展新篇
文－邵长发

王   军    高德兵    成   超    曲树强    邵长发       

于   涛    杨   凯    王功美    王   硕    宋鹏飞    

韩   苗    牟林娜    刘   瑶    许士杰    吉   祥    王潇敏



探索 

创业之路  开放之始
——1978-1989，南山集团成立前的创业阶段

24

跨越 

砥砺奋进  跨越发展
——1990-2007，南山集团的快速发展阶段

30 

升级 

动能澎湃  焕发新生 
——2008至今，南山集团的转型升级阶段

52

回眸 LOOK BACK

征程 JOURNEY

责任DUTY

总结 EXPERIENCE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NANSHAN 2 0 1 8 . 1 0

P74“厚德至善，峰聚成山，”，这句话凝聚了南山集团的企业发展理念。“厚德

至善”，阐释的则是南山集团造福乡梓、回馈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峰聚成

山”，体现的是南山集团多元化发展、产业链式运作的经营理念。 厚德至善  关注民生

铝业：打造完整铝产业链，奠定行业领先地位
32

工业：依托科技创新，转型高端制造，提升产品附加值
54

金融：打造大金融格局，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
58

航空：进军公务航空和民航运营，成为业界新锐力量
60

地产：从烟台走向全国，践行城市运营新理念
64

旅游：完善一体化旅游布局，提升南山品牌知名度
66

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全球市场
70

纺织服饰：放弃低端毛纺市场，发展精纺和成衣制造
36

教育：建立幼儿园至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38

旅游：依托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进军旅游行业
42

地产：以烟台市场为根基，尝试地产开发业务
44

全面布局，形成多元化产业
46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共同致富
48

发展经验
78

厚德至善，关注民生
74

大事记
12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前宋家村第三生产小队在队长宋作文

的带领下，从做豆腐、糊制翻新水泥袋等手工业开始起步，到后来建立起玻璃纤维厂、毛纺厂、毛巾厂、棉纺厂等工业项目，

逐渐探索出一条工业兴村的发展道路。

创业之路  开放之始    1978-1989，南山集团成立前的创业阶段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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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的发展历程，凝聚着一代代南山人的汗水和智慧，既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缩影，又是中国经济社会

全方位快速发展的见证。南山取得如今的发展成就，源于党的

改革开放政策，源于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源于南山

人的勤劳务实、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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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前宋村旧貌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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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的拔丝车间

1991 年纺织总厂毛巾生产车间1989 年纺织总厂毛毯生产车间

1988 年新华幼儿园

上世纪 70年代末，前宋村创办副业初期的豆腐加工、压面工房上世纪 70年代前宋村的油坊

上世纪 90年代末开始规划南山旅游区

1985 年前宋村小学校舍状况

1989 年前宋村村民住房状况（局部） 上世纪 90年代初的铝材厂车间

1985 年前的前宋村大队队部

回眸 LOOK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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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立新华幼儿园，建立高标准宾馆。

市委授予宋作文“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1978 年初

1996年1998年
1999年

2000年

1997年

1987年 1989年 1991年

1993年

1995年1983年

1979年初
1988年 1990年

1992年1986年
1994年

宋作文出任前宋村第三

小队队长。

9月25日，南山举办山东省第

一所民办大学 ——南山职业培

训学院（大专）落成开学典礼。

投资建设康乐宫和宗教文化园，开始进军旅游业。
8月，“南山牌”系列产品荣获“全国

消费者信得过优质产品”荣誉称号。
6月26日，南山精纺呢绒总厂和南山服装厂建成投产。

投资兴建新华毛巾厂，成立新华

毛纺织总厂。

南山集团成立，前宋村与南山

集团村企合一。
建设新华职业高中。

新华幼儿园更名南山幼儿园，新华完全小学

更名南山完全小学，新华中学更名南山中学，

新华职业高中更名南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月，农业部批准南山工业小区为

“全国乡镇企业示范村”。

创建黄县玻璃纤维厂。

三小队队委会带领社员开始

创业，创办磨豆腐、糊纸袋、

拔玻璃丝等作坊。

创建新华中学。
引进铝材生产线兴建铝材厂。投资兴 建新华毛 纺厂，

生产腈纶枕巾。

2001 年 2002年
2003年 2003年 2004年

7月，南山职业技术学院被国家教育部、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及经贸委联合授予“全国职业教

育先进单位”称号。

4月10日，南山大剧院竣工并隆重开业。

8月，东海外国语学校竣工建成。

7月29日，中华历史文化园被烟台市教委

命名为“中学历史教学实习基地”。

4月18日，举行南山大佛开光法会。

4月28日，举行南山大学东海校区奠基仪式。

1月11日，南山景区被国家旅游局授予首批4A级景区。

11月15日，举行南山职业技术学院揭牌暨南

山体育场落成典礼。 9月，前宋村被授予“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南山完全小学更名南山双语学校。

12月23日，南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成功上市。

投资兴建15.6万吨电解铝厂和12万吨碳素厂。

投资建设中华历史文化园。

7月9日，前宋村更名为南山村。

南山建立热电厂，总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

10月，下丁家镇西马家村划归前宋村，此后陆续兼并达

沟村、后隋家村、南张家村、曲家村、上观村、刁崖村、西

涧村、杜家村、柳林村等村。被兼并村共1800多户，5000

多口人。

10月，南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被评为山东省

唯一国家级民办重点职业中专。

11月，东海热电厂一期工程装机容量为15

万千瓦的2号机组并网发电。

农历九月初九，举办首届南山国际长寿文化节。

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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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2009年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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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2009年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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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2007年 2007年

3月26日，南山纺织服饰的“可机洗纯羊毛织物

情节性加工技术开发与应用”和“180S/2高支超

薄毛纺产品开发技术”两项技术被列入“十一五

纺织行业首批推广技术项目”。

4月23日，南山纺织服饰“可机洗纯羊

毛织物清洁性加工技术研究”和“健康

舒适型竹纤维纺织品开发”两项科技

成果获得2007年度山东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12月17日，铝材六厂9000吨挤压生产线

首批型材顺利下线。

12月21日，南山铝业承担的山东省自主

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项目——“高性能

高精度大卷重宽幅铝合金板带加工技术

及产品开发”顺利通过验收。

4月25日，南山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正式获批筹建。

6月12日，铝业公司哈萨克斯坦电解铝工程技

术服务项目圆满结束。

10月11日，山东60年60品牌隆重颁

奖，南山集团荣获“最具社会责任品

牌”荣誉称号。

10月5日，东海观音殿落成暨观音

开光庆典法会举行。

9月16日，南山集团与北京工业大学

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9月26日，南山禅寺毗卢宝殿落成、

全堂佛像开光暨上明下哲方丈升座庆

典法会隆重举行。

10月，南山铝业“高质量大规格铝合金扁

锭熔炼与铸造技术研究开发”和南山纺织

服饰“全毛180S/2超薄面料的研制”分别

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

5月18日，南山金融中心落成启用。

5月，南山铝材正式获得挪威船级社

颁发的“DNV工厂认可证书”，取得了

进军船舶领域市场的通行证。

12月18日，南山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举行开业庆典仪式。

3月1日，南山集团公司荣获“改革开放30年

山东省功勋企业”荣誉称号。

5月15日，南山旅游集团举行揭牌仪式；

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正式隆重开业。

5月中旬，精纺总厂的意大利

Filarte(菲拉特)精品线于投产。

8月30日，2008中国企业500强名单发布，南山

集团位居第178位，比2007年提升了104位。

10月12日，南山集团公司技术中心

晋升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4月8日，东海医院举行开业盛典。

7月15日，南山集团联合兼并村动员大会在南山体育场召开。

4月28日，烟台南山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英国

洲际酒店管理集团举行了烟台南山皇冠假日

酒店管理合同签约仪式。

9月1日，2007中国企业500强评选公布，南山集团名列中国

企业500强第282位和中国制造业500强第150位。

9月29日，东海氧化铝80万吨项目工程全部投入运行。

5月19日，南山世纪华庭项目举行开盘仪式。

12月2日，青岛国际博览中心开工奠

基仪式在即墨市温泉镇隆重举行，青

岛岭海项目正式启动。

2月14日，南山铝材被国家工商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6月30日，南山村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6月3日，南山幼儿园与北大幼教中心合作成

立“北大幼教示范园” 。

10月31日，南山轻合金有限公司

热轧带负荷试车成功。

11月16日，蒙哥马利球场正式启

用，南山高尔夫运动学校揭牌。

6月16日，月亮湾海景酒店正式营业。

3月18日，南山世纪城在烟台举行盛大开盘仪式。

9月30日，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走进南山。

9月16日，南山国际高尔夫球会正式营业。

9月2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来南山视察。

2005 年

1月27日，南山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同时更名为“烟台南山学院”。

5月8日，南山国际会议中心被国家旅游局评定委员会批准为五星级饭店，成

为烟台市首家五星级饭店。

5月31日－6月2日，第九届“中华不老城”暨（中国烟台·南山）中老年文化艺

术交流大会隆重举行。

9月29日，南山药师玉佛开光，南山禅寺玉佛殿落成庆典法会隆重举行。

10月27日，南山村荣获“全国文明村”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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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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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011年
4月下旬，南山铝 材“ 高速 列车车体用型材 ”项

目——22万吨轨道交通新型铝合金型材生产线基

建工程全面破土动工。

5月16日，南山主题公园——欢乐峡谷开园试营业。

7月1日，南山集团与海南万宁市人

民政府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日月

湾综合旅游项目签约仪式。

7月初，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的“时速350公里高速列车

车体专用型材开发”项目被山东省

科技厅列入2010年度山东省自主

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

6月16日，南山国际休闲疗养中心隆重举行开业

庆典。
2月26日，南山铝业“高精宽幅超薄铝箔的研

制”项目荣获烟台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月13日，南山学院 荣获“中

国十大品牌民办高校”称号。

4月28日，南山纺织服饰与西安工程大学联合

成立“南山－西安工程大学毛纺织研究院”“南

山－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培养基地”。

2月16日，南山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与西安

工程大学合作完成的“集成纺丝毛蝉翼

纱超薄精纺面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荣

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8月31日，南山集团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160

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第71位。

9月30日，山东齐鲁医院南山医院举行开业典礼。

10月18日，南山村荣获2013“好客山东最美乡

村”荣誉称号。

10月24日，南山纺织服饰与国际羊

毛局合作成立的羊毛创新中心。

11月1日，南山集团获得全国纺织行

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荣誉称号。7月13日，烟台市与中关村战略合作暨北

京南山航空材料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北京

举行。

8月9日，龙口市南山爱心护理院正式营业。

6月12日，青岛航空业发展战略研

讨会暨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揭牌

仪式在青岛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8月28日，山东南山国际飞行有限公司获

颁CCAR-91部、CCAR-141部运行合格证。

8月29日，南山公 务机有限公司获 颁发

CCAR-145部运行合格证书。9月5日，南山村荣获“魅力新农

村十佳乡村”称号。

4月6日，南山铝业20万吨中厚板项目冷轧厂开工。

4月17日，南山铝业“国家铝合金压力加工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获国家科技部批准筹建。

5月26日，中南大学与南山集团校

企 合作人才培养基 地签字授 牌仪

式在南山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9月1日，南山集团位列2012中国

企业500强第166位、中国制造业

企业500强第77位。

4月1日，烟台举行2012年度全市纳税百强发布

会，南山集团以33.4亿元纳税额位居榜首。

9月17日，南山轻合金公司冷连轧项

目竣工投产。

10月11日，2012同一亚洲南山·中国

大师赛在丹岭高尔夫俱乐部开杆。

2月17日，南山集团荣获“2012年度烟台

市骨干明星企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先

进企业”称号。

2月，中国科教评价网对全国403所民办高

校进行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南山大学位

列中国民办院校竞争力排行榜第二名。

6月27日，南山塑钢建材有限公司荣获

慧聪网“影响中国”2013年度中国采暖

散热器十大品牌荣誉。

7月18日，南山国际旅行社获准

经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业务。

2月1日，南山集团购买的第一架605豪华公务

机降落在烟台莱山机场。

4月18日，南山学院与韩国清州大学签署国

际交流与合作协议。
4月25日，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

院与山东南山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在京举行了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6月29日，南山大学与美国普渡大学合作项目

洽谈会在月亮湾酒店召开。 

6月21日，南山老年大学成立暨首届开学典礼在

国际休闲疗养中心隆重举行。

3月18日，月亮湾海景酒店被授予“五星级”

旅游饭店。

1月14日，南山旅游景区正式

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6月2日，2011同一亚洲南山·中国大师赛在南山

国际高尔夫球会丹岭俱乐部开杆。

9月3日，2011中国企业500强发布，南山集团

公司位列第163名，中国制造业500强第78名。

12月12日，南山老年大学新址工程竣工。

2012 年

月底，南山 纺 织 服 饰 公司 博 文 厂为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生产的8000套高

档入场式西服套装在英国利通关。

4月23日，山东南山国际飞行有限公

司获得经营许可。

2012 年

4月28日上午，南山老年大学、阳光

艺术广场启动仪式举行。 

5月8日，中国高尔夫国家队首个国内

训练基地——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南山

国际高尔夫球训练中心正式启用。

2012 年

5月28日晚，第三届中国老年文化艺术节服饰大赛闭

幕式暨颁奖典礼在南山老年大学阳光舞台举行。

8月17日，南山纺织服饰承担的“集成纺丝毛蝉翼纱

超薄精纺面料”被列入2012年度国家火炬计划产业

化示范项目。

11月29日，龙口国开南山村镇银行开业庆典在南山大剧院举行。

12月28日，南山集团荣获第二届“山东省省长质量奖”。

8月8日，纺织服饰公司隆重举行时尚广场开业庆典暨品

牌发布会。

8月10日，南山老年大学、南山养生谷医院在佛光养生谷

举行奠基仪式。

10月下旬，南山铝业“高性能高精度大卷重宽幅铝合金板

带加工技术及产品开发——罐体料”项目荣获山东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

11月13日，南山铝业和中航工业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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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南山旅游景区荣获“2013美丽

中国十佳旅游景区”荣誉称号。

1月23日，新南国际控股与即墨市政府

正式签约，航空工业基地和航空商务基

地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11月13日，南山铝材公司获得

“全国有色金属标委会技术标

准优秀奖”一等奖。

3月10日，南山金融板块新成员——富瑞达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开业庆典在上海陆家嘴世纪金融

广场举行。

6月23日，南山集团与中集集团在深圳举行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

7月5日，南山宗祠落成典礼暨首祭仪式在南山主题

公园举行。

8月22日，南山集团以846.23亿元营业收入，位

居500强榜单第161名，中国制造业500强排名

第68位。

10月27日，南山大学与美国文森斯大学举行合

作备忘录签字仪式。

2月，电力公司海水淡化EPC工程破土动工。

3月初，2017年中国民办本科院校竞争力排行

榜发布，南山大学位列全国第六名、山东省第

一名。

3月8日，南山国际会议中心荣获“十佳会议饭

店”，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荣获“第四届山

东饭店金星奖”。

11月24日，南山集团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

“纺织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2月13日，南山铝业与中集集团签约，

联合成立轻质铝材联合实验室。

2月17日，南山集团荣获“烟台市经济发展标

兵企业”和“烟台市建功立业贡献奖单位”。

12月20日，南山纺织服饰和西安工程大学

共同承担的“羊毛微悬浮体原位矿化染色新

技术”“精纺纯毛织物天然抗皱关键技术研

发与应用”两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月8日，青岛航空公司在烟台机场设立

基地，这是青岛航空的首个外场基地。

1月11日，南山铝业荣获“2015中国铝

工业百强”称号，位居榜单第18位。5月16日，南山旅游集团被授予“山

东省旅游20强”荣誉称号。

10月27日，南山铝业与波音公司正式签约，将

向其生产航空用铝板材。

10月30日，南山科学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 12月27日，南山屺母岛港码头4号泊位顺利

通过山东省口岸办验收，正式对外启用。12月9日，南山财务公司荣获“年度最佳风险管

理财务公司”称号。

4月5日，南山铝业股份获得美国船级

社（简称ABS）“工厂认可”证书，取

得进军船用板材市场的“入门证”。

8月27日，南山集团排名中国企业500强第167

位，制造业企业500强中第70位。

5月18日，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

东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5月23日，南山铝业研发的“高速列车

用超规格裙板铝型材一体化挤压成型技

术与应用”获得烟台科技进步一等奖。

6月26日，南山新悦城隆重举行开业典礼。

7月11日，南山集团博士后工作站被评为省

级优秀单位。

7月27日，南山纺织服饰研发的羊毛成衣

染色复古水洗工艺入选“纺织之光”2016

年度纺织行业新技术（成果）推广项目。

12月18日，南山财务公司荣获“年度最佳财务公

司”荣誉称号。

2月1 0日，南 山 纺 织 服 饰 公 司 的

NSMTM全品类私人定制项目入选山

东省首批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1月5日，南山铝业与南车青岛四方机车正式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1月25日，2015年中国民办院校竞争力排行榜发布，

南山大学名列全国第五、山东省民办高校第一名。

3月3日，由南山集团和协信集团联手打造的青岛

环球金融中心项目举行奠基开工仪式。12月10日，南山纺织服饰公司

获得“第三届全国纺织行业管

理创新成果奖”。

2014 年

4月26日，青岛航空公司首条航线正式

开通运营。

6月26日，烟台市召开纪念对外开放30

周年大会，南山集团荣获“对外开放功

勋企业”荣誉称号。

3月中旬，南山纺织服饰公司DELLMA（缔尔玛）

品牌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2014 年

7月1日，南山参与承担的“十二五”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铝合金短

流程成型关键技术开发”项目顺利通过

验收。

2014 年

10月9日，第四届南山·中国大师赛在南山

翠园球场开杆。
11月10日，2014年APEC峰会在北京举行，

北服南山中国职业装研究院为领导人服装

设计作出突出贡献，受到组委会表彰。

5月初，南山铝材公司150MN挤压厂顺利通

过AS9100C航空航天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取

得了进入国际航空航天工业领域的许可证。
5月29日，南山公务机一架湾流G450飞机

降落在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标志着南山公务

机有限公司正式搬迁至新机场办公区。

2014 年

10月7日，南山轻合金和铝材公司

参加德国国际铝工业展会。

9月8日，南山铝合金熔铸生产线

工艺系统优化项目被列入2014年

国家节能重点工程、资源节约重大

示范项目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2014 年

3月13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考察团来南山洽谈航空产业合作事宜。

3月26日，烟台市纳税百强企业榜单出

炉，南山集团以36.11亿元排行榜首。



2120

南山NANSHAN

2017 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8年2018年2018年

2018年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8月8日，南山铝业国家铝合金压力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国家验收。

8月中旬，南山纺织服饰公司入选“首

批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名单”。

4月中旬，南山铝业在德国设立欧洲

子公司，全球化战略进一步深化。

6月23日，南山铝业亮相第52届巴

黎航空航天博览会。

3月21日，南山铝业参加第八届航空航天产

业合作发展峰会，推进与空客公司开展铝合

金挤压材认证工作。

3月25日，在第23届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

上，南山纺织服饰公司的“纺织企业适应国

际标准的产品生态安全管理”项目荣获国家

级一等奖，成为唯一荣获本届企业管理现代

化创新成果一等奖的纺织服饰类企业。

10月27日，南山铝业与欧洲最大的航空发动机企业

英国罗罗公司签订发动机旋转件供货合同。

12月14日，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荣获“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绿色发展领军企业”荣誉称号。

12月28日，南山 铝 业、南山 纺织 服 饰 获 评

“2017年度山东省两化融合优秀企业”。

1月12日，南山铝业获“2017山东省企业品牌价

值百强”称号。

1月19日，南山集团首届科技创新大会在南山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2月7日，南山集团多个项目被列入《山东省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重点建设

内容。航空材料产业园被列入高端装备产业

重点建设内容，乙烷裂解制乙烯项目被列入

高端化工产业重点建设内容，南山省级旅游

度假区被列入精品旅游产业重点建设内容。

9月27日，国家工信部公布2018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项目名单，南山铝业的高性能铝合金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项目成为烟台市唯一入选项目。

3月9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山分院正

式启用“沃森智能肿瘤会诊中心”。

3月19日，南山集团与新疆投资发展集团举

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3月26日，南山老年大学开学典礼暨孔子学

院成立仪式在老年大学讲演厅隆重举行。4月25日，南山智尚荣获“全国纺织

面料设计师培养先进单位”称号。

7月16-22日，南山铝业参加第51届范堡罗国

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与空客、飞宇卓航、罗罗、

中商飞等公司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8月14日6-15日，南山智尚科技与

AWI联合举办第二届澳大利亚羊毛

论坛暨南山杯高尔夫邀请赛。

4月18日，南山大佛开光14周年庆典

暨2018南山旅游春季庙会在大佛广场

隆重举行。

7月18日，南山智尚与日本株式会社自重堂签

署合作协议，成立合资企业深耕工装市场。

5月23日，青岛航空与青岛农商银

行签署银企战略合作协议。

6月19日，南山铝业锻造公司与

法国赛峰起落架系统有限公司签

署起落架锻件供货合同。

7月9日，南山铝业入选2018年山东省高新技

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企业。

7月16日，2017年度山东省百强企业、工业百

强企业、制造业百强企业名单发布。南山集团

分别位列百强企业榜单第10位，工业百强企

业第10位，制造业百强企业第7位。

3月10日，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法国飞卓宇航集团举行航空机加工合资

公司签约仪式。

9月5日，南山铝业、东北大学共同完成的《拉深罐用

铝合金箔带材生产关键技术》项目通过鉴定，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8月20日，南山集团与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烟

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举行股权转让签约仪式。

9月2日，南山集团以1007.3亿元营收位列中国企业

500强第170名，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第71名。

6月27日，南山集团有限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AAA，达到

国内最高等级。

11月9日，南山集团和美国AEC公司在中

美两国元首的见证下，双方签署大规模

乙烷进口合作协议。

11月底，南山集团荣获2017年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

10月28日，龙口市第6届孝德文化节暨第17届南山国

际长寿文化节在南山旅游景区隆重开幕。

9月中旬，南山铝业承担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汽车铝合

金板材检测实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9月12日，南山铝业隆重举行首批波音航空板材出厂仪式。

9月10日，南山集团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65名，中国制造

业500强中第68名。

9月底，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国家两化融合体系贯标

试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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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这里是“女大往外嫁、儿大娶妻难”的贫困小山村，房子

是传统的三间半，人是纯粹的庄稼汉，全村200多户村民在贫瘠的山地上刨食

求生，过的是靠天吃饭的苦日子。贫穷、落后是这里撕不掉的标签。如今，

这里是一片多产业荟萃的经济园区，厂房鳞次栉比；这里是一座位居山海之

间的乡村都市，近10万人口在此安居乐业；这里是一处休闲养生的福寿之

乡，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观光度假。富裕、文明、美丽是这里的新名片。

这巨大变化的根源，就在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从默默无闻的穷山村到全国

闻名的小康村，从作坊式村办企业到中国500强企业，南山集团用近40年的

时间实现了奇迹般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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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cember 1978,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arty'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nd the leadership of captain Song Zuowen, 
the third production team of former Song Jia village started to 
make tofu, paste renovation cement bags and other manual work, 
and later set up industrial projects such as glass fiber factory, 
wool spinning factory, towel factory and cotton spinning factory, 
gradually exploring a development road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南山集团成立前的创业阶段
创业之路

开放之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党的改

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前宋家村第三生产小队在队长宋

作文的带领下，从做豆腐、糊制翻新水泥袋等手工业开始起

步，到后来建立起玻璃纤维厂、毛纺厂、毛巾厂、棉纺厂等

工业项目，逐渐探索出一条工业兴村的发展道路。

PATH TO 
ENTREPRENEURSHIP  
BEGINNING 
OF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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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方向 找到出路

南山集团的前身是龙口市东江镇前宋

家村，位于黄城西南5公里处的泳汶河西畔。

解放前，这里土地贫瘠，人均七八分地。由

于山地缺乏水源，而且耕种技术落后，粮食

难以自给，温饱都得不到解决，基本上是半

年糠菜半年粮。许多村民为了生计，只能靠

打短工、抗长活、挑八股绳串乡养家糊口。

新中国成立后，前宋家村民在党和各级政府

的领导下，开山造地、整地改土，并兴修五

地沟水库和藤沟水库，使无水旱田变成水

浇地，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村民温饱问题基

本得到解决。但由于前宋家村既不靠铁路，

又不靠码头，也没有矿产资源，村民们虽然

解决了吃饭问题，但依然没有摆脱贫穷。不

甘心受穷的前宋村人，决心与命运抗争，用

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穷山沟里创造财富。

摆脱贫困心切的前宋村民，做任何事情都

是竭尽全力，大小活计都要比外村人干出个

“尖”：姑娘们用玉米皮编织制作草制品的

小辫，每天也要比外村姑娘多编三五丈；小

伙子砸石子，每天也要比外村小伙子多砸

个百八十斤；村民们到山上用小推车装运石

料，也硬要比外村人多装几块。前宋村人农

闲不闲，农忙更忙，他们常年累月、起早贪黑

地劳作，为的是能过上富足的日子。然而令

人沮丧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前

宋村人即使豁命地干，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贫困。1978年，前宋村人均年收入仅127元。

前宋村人迷茫了：“我们该怎么摆脱这看不

到盼头的穷日子？致富的路到底在何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一次具有历史

意义的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

召开。会议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消息传来，

前宋人一遍遍地收听广播、学习公报，不断

地揣摩领会这次的会议精神。当时前宋家村

共有4个生产小队，其中担任第三生产小队

队长的是宋作文。宋作文虽然念的书不多，

但脑子却灵活，他意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传递了一个信息，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

辛勤劳动先富起来，今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

一场了。1978年冬天，当前宋家村其他生产

小队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第三小队队长宋

作文与队委会成员商量之后，当机立断决定

通过搞副业致富。

工业兴村 勤劳致富

致富的方向有了，但 致富的出路却因

为资源限制，他们只能从身边的豆子上做文

章。队委会领导班子带领三小队队员在三间

民房里开办豆腐作坊，一部分队员起早贪黑

地干，一部分队员走街串巷到各个村里卖，

因为送上门的热气腾腾的鲜豆腐，到了年底

集体净赚1000多元。这激励了队员们的生产

积极性，但许多人在一座独木桥谋生，太挤。

1979年春天，宋作文去公社开会的时

候听说，旧水泥袋经过拼接粘贴后可以代

替新袋使用，于是组织三小队社员收购废

旧水泥袋，发到各家进行裱糊复新，然后交

到队里集中供给水泥厂，每个复新袋可赚一

毛钱。三小队开始了多条路发家致富的新实

践。同年4月，三小队看到周边村的拔玻璃丝

项目收益好，于是筹集5000元资金，也建设

了一个玻璃拔丝厂 ，产品主要销往周边地

区。当时石棉瓦的用途较广，市场形势很好。

1981年，三小队又建设石棉瓦厂，安排了十几

名劳力参与石棉瓦生产，产品供不应求。制

作石棉瓦是又脏又累的苦活，制作现场尘土

飞扬，工人们脸上、身上经常沾满断裂的玻

璃丝，皮肤刺痒难受。拔玻璃丝要在高温下

进行，工人们的手常常被烫起串串水泡。为

了多赚钱摆脱贫穷，三小队队员们从不叫苦

喊累，因为血汗换来的不菲收入，让他们看

到了过上富裕生活的希望。1983年，生丝和

石棉瓦市场已经下滑，宋作文带着三小队领

导班子到陕西一家玻璃纤维厂调研考察，决

定在拔“生丝”的基础上再上“熟丝”项目，

之后从哈尔滨购买全套设备，成立了前宋家

玻璃纤维厂（后更名为黄县玻璃纤维厂），

1984年正式投产，生产的玻璃纤维布、绝缘

管、绝缘板、玻璃钢瓦等产品很快成为市场

上的抢手货。该厂成为三小队第一个规模较

大、效益较好的企业，三小队的经济终于从

农业为主转入到以工业为主，并在这条路上

越走越宽广。

1986年，三小队看准农村市场对腈纶枕

巾需求量大的特点，投资40万元从沈阳购进

全套毛纺设备，创建新华毛纺厂，生产腈纶

毛线，开始进军纺织业。1987年，又成立新

1981 年前宋村第三生产小队创业初期包装泡沫厂厂门

1986 年建成的新华毛纺总厂办公楼

三小队的经济终于

从农业为主转入到以工

业为主，并在这条路上

越走越宽广。

征程 JOURNEY 探索（1978-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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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前宋村三小队 56户村民首先住上了 166 平方米的别墅楼

南山NANSHAN

华毛巾厂，主要生产腈纶毛巾、枕巾、浴巾、

沙发巾、毛毯等。该年年底，三小队固定资产

达到5500万元。1988年，三小队决定进一步

扩大生产规模，要新建一个棉纺厂。当时棉

花实行计划调拨制，要采购计划外棉花价格

得高出一倍。有的队员提出质疑，“国营棉

纺厂用的是计划内棉花，他们现在都运营艰

难，你一个生产队要在没有棉花计划配额的

情况下建棉纺厂，谈何容易？”但在队长宋作

文的耐心说服下，队委会成员最终一致同意

上马棉纺项目。凭着过硬的生产管理和产品

质量，由毛纺厂、毛巾厂、棉纺厂组成的新华

毛纺总厂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村办毛纺厂。

1987年10月，前宋村党支部28名党员

一致选举宋作文担任支部书记。在他的提议

下，村委班子经过商讨后决定，将三小队与

一、二、四生产队合并，分户经营的土地、果

树归集体统一规划使用。这一决定立即在小

山村里引起波动。有人高兴，他们信得过三小

队，认为彻底摆脱贫困，由农村变城镇的日子

不远了；有人彷徨，担心200多户的大集体，能

农村改革势在必行。1982年1月1日，中共中

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

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

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

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

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广大农村

地区开始推行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与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前宋村的一、

二、四生产小队都实行了分田大包干。但三

小队56户村民已经在前期抱团创业的过程中

尝到了甜头，因此他们没有分光吃光，而是

按照“低分配、多积累、立足长远、滚动发

展”的思路，将前期积累的资金投入到扩大

再生产中，为后来的滚动式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包干到户是为了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

的“吃大锅饭”局面，三小队坚持不分家，队

员们从事的工作性质有所不同，在分配过程

中如何兼顾效率和公平呢？对于农村出身的

企业管理者来说，这是个不小的难题。

实践出真知。经过创业初期的不断摸索

积累，三小队总结出了一套具有特色的分配

制度。1986年，三小队开始推行股份制，对企

业职工进行股份分配，分配模式为“加成分

配”法。“加成分配”的具体内容为：本村职

工每年除发放工资、奖金以外，还给予加成。

加成数额按工资比例计算，作为每个人的账

面收入计入村民加成手册，每户一本，每年一

算。加成收入按银行同期存款计算利息，村

民家中有婚丧嫁娶等大事需急用时可申请提

取，其余款项存在企业用作滚动发展。“加成

分配”的原则是按职工年工资总额、工龄等不

同条件来核算，作为职工在企业拥有的股份，

每年根据企业经营效益进行分红。

实践证明，加成分配法是行之有效的

分配方式，不仅让村民的收入与企业效益

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激发了村民的工作积极性和主人翁意

识，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根据村民做出的贡献

大小进行分配，不搞一刀切，不吃大锅饭，兼

顾了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性，有效地促进了企

业地良性发展，成为企业能够持续发展壮大

的成功法宝之一。

在先富起来的三小队的

带动下，前宋家村

260户
村民走上了共同致富的

道路。

1986 年南山纺织总厂化纤厂1986 年纺织总厂的纺纱车间

否抱成团，握惯锄把子的手能否做得了工；更

多的人是舍不得土地，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

根，祖祖辈辈以农为生的庄稼人，对土地有着

特殊的感情。然而，三小队56户家家住小楼、

户均百万的现实，很有说服力地打消了他们

的疑虑和彷徨，很快同意服从集体的安排。

此后，在先富起来的三小队的带动下，前宋家

村260户村民走上了共同致富的道路。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业领域

的不断拓宽，前宋村领导班子意识到，粗放

式的管理只会阻碍企业前进的脚步，要想企

业得到长远更好地发展，必须建立现代化的

企业管理制度。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1989年南山集团正式成立，企业管理更加科

学规范，从此进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

加成分配  践行真知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

话中公开肯定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

干”的做法，向社会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征程 探索（1978-1989）JOURNEY



南山集团的快速发展阶段
砥砺奋进

跨越发展

1989年南山集团正式成立后，进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

道，涉足的产业领域和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并根据国家政策

与市场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果断放弃一些

高耗低效项目，原有的毛纺织产业进一步升级，向高端产品

和终端产品拓展，积极发展铝业、旅游、房地产等新兴产

业，大力投资兴办教育、养老等社会事业，形成了多元化产

业格局。从1994年开始，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南山集团本

着“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的原则，陆续兼并周边贫困

村，至2007年12月，先后有35个村庄并入南山，实现了从村

民到居民，从农村到城镇化的跨越，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After the Nanshan Group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1989, it entered the fast track 
of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and expanded its industrial field and development 
sca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s in national policies and market conditions, 
adjus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a timely manner, and give up some high 
consumption and low efficiency projects. Nanshan Group has further upgraded 
its original wool textile industry, expanded to high-end products and terminal 
products, actively developed emerging industries such as aluminum industry, 
tourism and real estate, and invested heavily in setting up social undertakings such 
as education and pension, forming a diversified industrial pattern. Since 1994,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Nanshan Group has been annexing 
the surrounding poor village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being rich first, being 
rich afterwards, and being rich together". By december 2007, 35 villages had 
been incorporated into Nanshan, realizing the leap from villager to resident and 
from rural to urbanization, and making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STRIVE AHEAD   
STRIDING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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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山人来说，上马铝材项目意味着进入一个从未接触的新领域。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

况下投资一个陌生领域，难免要承担一定的决策风险。但时间不等人，发展机遇稍纵即逝。应

该保持稳健发展，还是勇于创新尝试呢？“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

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想起邓小平总书记的南方谈话，南山集团领导班

子打消了疑虑，坚定了决心，墨守成规没有出路，只有大胆尝试才能开创新的发展局面。说干

就干，南山集团于1992年建设了铝材厂，引进挤压、熔铸、氧化等多条生产线，主要生产建筑型

材，实现了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96-1999年间，南山铝材厂又

相继成立二厂、三厂和四厂，产能规模得以迅速扩大，成为南山铝产业链打造完成的第一个环

节。1999年12月23日，南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7500万股A股票

（代码600219）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南山铝材厂自1992年投产后，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问题也接踵而来：一是加工铝材

需要的铝锭全部需要外购，不仅成本高，而且质量难以保证，会影响铝材产品的品质；二是简

单的铝材加工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低，因此利润空间受到产业链上下游两头挤压。为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南山集团决定从铝材加工向上游和下游产业链延伸，打造一条

铝
业

1992年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
珠海、深圳等地时多次发表讲话，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
向新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
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国各地掀起了新一轮发展热潮。随着全
国房地产开发市场的兴起，与之相关的建材市场发展前景也
被看好。于是，南山集团为了抢占发展先机，派人四处考察市
场，筹划着投资兴建铝材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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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完整铝产业链  
奠定行业领先地位

1992 年引进铝材生产线 南山铝型材厂

征程 跨越（1990-2007）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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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自己的从原材料到初加工、从初级产品到精细加工、从精细产品到各种衍生产品开

发的体系化产业链条。此后，南山集团相继投资电解铝厂、热电厂、轻合金厂、氧化铝厂等

项目，形成了完整的铝产业链，奠定了在国内有色金属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1997年，南山集团投资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电解铝生产线，并配套建设了一条

铝电解用阳极生产线，直接为铝型材加工提供加工原料。2001年，第二电解铝厂建成并

投产。2003年又新上两条碳素阳极生产线。电解铝的投产使每吨铝型材的成本降低上

千元。在电解铝生产过程中，面对电力供应趋紧、氧化铝市场价格波动的压力，控制电

解铝成本成为南山铝业迫切需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2003年8月，东海氧化铝公司开工

建设，主体生产设备均从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引进，采用先进的拜耳法生产工

艺，生产出来的冶金级砂状氧化铝为国内领先水平。在解决了氧化铝生产能力后，南山

铝业的产业链进一步向前延伸。为了保证氧化铝产品品质，东海氧化铝生产用的铝矿石

全部采购自印尼、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低温矿。此后，南山集团在澳大利亚投资建立了铝

土矿原料供应基地，在削弱对国外进口市场依赖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铝材加工、电解铝和氧化铝生产都对能源保障有很高的要求。为解决电力供应问题，2001

年6月南山集团开工建设东海热电公司，一期工程2×150MW机组，二期工程2×220MW机组，

加上1993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南山热电厂，富足稳定的电力资源，为南山铝产业链的高效运转提

供了可靠保障。

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南山铝业从铝型材向铝深加工发展，研发生产轻合金、铝箔

等高端产品，实现产业链的价值最大化。 2003年3月和10月，年产能4万吨的铝箔厂和年产能

75万吨的热轧厂分别开工建设，2004年，年产能16万吨的熔铸厂和年产能25万吨的冷轧厂开

建，轻合金公司从美国、德国、日本引进世界一流的先进生产设备，成为亚洲最大、品种规格齐

全的高精度铝及铝合金、带、箔生产基地。2006年2月，继荣获“中国名牌”称号后，南山铝材

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品

附加值，南山铝业从铝型

材向铝深加工发展，研发

生产轻合金、铝箔等高端

产品，实现产业链的价值

最大化。

征程

轻合金公司铝箔厂

跨越（1990-2007）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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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前宋家村三小队将新华毛纺

厂和新华毛巾厂合并，组成龙口新华毛纺织

总厂。1988年成立新华棉纺厂后，新华毛纺

织总厂成为全国最大的村办毛纺厂。南山集

团正式成立后，新华毛纺织总厂于1993年更

名南山毛纺厂，形成拥有2.4万锭毛纺、4万锭

棉纺、4条化纤喷丝生产线、1200多台（套）

提花织机的生产规模，年加工能力1.8亿条，

日产毛巾被、毛巾、枕巾40万条，这为南山

后来建立纺织服装产业链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纺织类轻工业企业的数量越来越

多，低端的毛纺、毛巾产品市场逐步饱和。

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

消费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对产品消费有了更

高的要求。1996年，南山集团领导根据当时

的市场趋势和政策导向，审时度势提出战略

转型，果断放弃处于产业低端位置的毛纺、

毛巾项目，开始投资建设产品档次更高的南

山精纺呢绒厂和南山服装厂。1997年6月，包

含条染、纺纱、织布、染整4个生产车间的

南山精纺呢绒总厂建成，并从英国、法国、

意大利等7个国家引进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设

备，完成安装调试并顺利投产。生产过程中

的配色、配方、化料、升温、染色等关键环节

全部实行电脑程序化管理，实现了从进口羊

毛到精纺面料的一体化生产。与此同时，南

山服饰总公司的第一条西装生产线也建成

投产，后来发展成为以生产西装、内贸职业

装、制服为主的专业厂——布莱顿厂。由于进

口毛条价格较高，1998年精纺呢绒总厂自建

毛条厂，引进洗毛机、梳毛机、针梳机与精梳

机，2002年毛条年产能达2000吨。为保证毛

条的生产质量，2009年在澳洲收购了4个牧

场，提供生产毛条所需的高品质羊毛。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南山精纺呢绒总

厂于2000年4月完成二期工程扩建，染色、

纺纱、织造、染 整方面的生产能力到大幅

南山NANSHAN

提高，产品种类 更 加丰富，产品质量也进

一步提升，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大型精纺

紧密纺面料生产基地之一。2002年6月，精

纺研发中心与国际羊毛局合作，成功研发

出Arcano系列产品。2003年8月，南山精纺

呢绒总厂被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首次授

予“高支纯毛产品开发基地”。2004年9月，

“南山牌精纺呢绒”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

“国家免检产品”称号。2006年9月，南山服

饰总公司进一步扩建，包含博文服饰、希尔

顿厂和时尚广场在内的服饰工业园区正式

落成。2007年初，在意大利米兰设立研发中

心，聘请意大利本土面料设计师和染整技术

专家组成研发团队，引进集约化、标准化、

系列化新产品开发管理模式。至此，南山纺

织服饰形成了同行业少见的完整产业链，涵

盖了从澳洲牧场优质羊毛供应、精梳毛条加

工到纺、织、染、整的精纺体系以及从精纺

面料到高级成衣的产品研发、生产、营销、

服务的服装体系。

熟悉南山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南山集团从一个村
办企业成为如今的中国500强企业，靠的是走“工业兴
村”的路子，其中毛纺织项目是当年规模最大、效益最好
的项目，为南山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TEXTIL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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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低端毛纺市场
发展精纺和成衣制造

纺
织
服
饰

为保证毛条的生产质

量，2009年在澳洲收购了4

个牧场，提供生产毛条所需

的高品质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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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南山创业初期，在积累
了一定物质基础后，吃够了没文化之苦的南山人，率
先投资办教育，希望南山的孩子们以后能接受更好的
教育。

ED
U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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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建立幼儿园
至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教
育

征程 跨越（1990-2007）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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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山 人 大 力 兴 办

教 育是 有 根 源 的，这 要 从 南

山创业之初说起。在意识到无法靠几

亩薄田过上好日子之后，南山人开始尝试发

展工副业，在没有技术、没有资源的情况下，要致富

只有吃更多的苦。恢复高考的十年里，南山没有考出一个大

学生。当邻村为庆贺本村考出了大学生时，那震天的锣鼓仿佛一记

记沉重地敲打着每一个南山人的心。虽然南山当初的创业者文化程度都不

高，却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要拔懒惰愚昧的穷根只有靠文化知识。自己已

经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因此绝不能再让孩子们受这样的二茬罪。南山人下定决心，把培养

人才，大办教育放在超乎寻常的位置，下大力气实施“富脑强智”工程，要让下一代孩子接受最

好的教育，改变父辈的命运。

1988年，前宋家村投资建设了一座高标准幼儿园。1989年，投资建设了新华完小（后更名

为南山双语学校）。1990年，投资建设了新华中学（后更名为南山中学）。2001年2月，幼儿园、

小学、中学全部并入南山双语学校，成为一所幼、小、中相衔接的寄宿制学校。双语学校获得 

“龙口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烟台市教书育人先进单位”“山东省教学示范学校”等荣誉。

2002年，南山集团投资建立了东海外国语学校，设幼儿、小学、初中、中专等多个学部。其中幼

儿部被命名为省级示范幼儿园和北大幼教示范园；中小学部被命名为“国家级艺术教育先进单

位”“中国少年科学院科普活动基地”；中专部获得“山东省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全国

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搞好基础教育的同时，南山集团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技工人才有着大量需求，因此意识

到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其中，南山高尔夫球学校是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与南山集团合作

创办的一所全日制专业技术学校，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优秀的青少年高尔夫人才；南山职业技术

学校设有酒店管理、机电一体化、信息技术等专业，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批职业技能人才，而

且通过春季高考平台让众多学子圆了大学梦，成为山东省首屈一指的春季高考名校。除了东海

学校的中专部和高尔夫运动技术学部，南山集团又

投资建立南山旅游职业学院，专门培养社会紧缺各

类人才，南山职业教育日益成熟。1991年，南山集

团建立了烟台南山学院的前身——南山职业高中，

历经职业中专、职业培训学院、职业专修学院、职

业技术学院等发展阶段，2005年3月经国家教育部

批准成为民办普通本科院校，获得“全国职业教育

先进单位”“全国首批就业型大学”“国家示范性

民办高校建设研究基地”“中国校企合作先进院

校”“建国60年中国教育百强品牌”“21世纪中国

教育改革成就奖”等荣誉称号。

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南山集团建立起了从幼

儿园直至大学的完善教育体系。本着“育人为本、

千年教育”的理念，南山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进行

了不断地尝试、探索和改革。幼儿阶段以“让孩子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为宗旨，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学

习兴趣和良好生活习惯；小学初中阶段坚持素质教

育，培养学生素质全面发展；职业教育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培养高素质技工人才；高等教育致力于培

养知识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让我们的孩子接

受最好的教育”，这是南山老一辈创业者投资办学

的初衷。如今，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完善的一体化

教育体系，不仅让南山的孩子们接受着优质教育，

也让南山青年员工、退休老人以及来南山置业的业

主们从中受惠。

本着“育人为本、千年教

育”的理念，南山在发展民

办教育方面进行了不断地尝

试、探索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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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

入，部分经市场淘汰的企业不断增多，企业

职工下岗成为社会焦点问题。1996年3月，

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纲要》，规划中提出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旅游产业成为国家大力支持的拉动内需的

新兴产业。1999年，是烟台市委、市政府确

定的“烟台旅游发展年”，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决定》。南山集

团决定将旅游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来培育，

着力打造旅游航母。

在瞅准旅游产业的发展前景后，南山集

团依托辖区多山、多林等自然资源以及丰富

的人文景观，聘请专业机构编制了《南山旅

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始投资建设

南山旅游景区，并配套建设酒店、高尔夫等

南山NANSHAN

相关产业，开始向旅游产业进军。本着“既要

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发展原则，南山

集团充分挖掘辖区内石泉寺、香水庵等晋唐

遗迹的文化价值，从1999年4月开始改造重

修，2000年恢复建成了包括南山禅寺、南山

道院、香水庵、灵源观等为代表性景点，深度

挖掘宗教历史文化内涵。1999年9月30日，南

山集团投资建设的康乐宫（后更名为南山文

化中心）开业，餐饮接待能力进一步提升。与

此同时，南山高尔夫俱乐部开业，南山旅游产

业的休闲娱乐功能进一步完善。2000年，南

山集团开始修建起从远古时代到清代的中华

历史文化园，将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融于一

体，全面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民族

文化的多姿多彩，该园区后来被命名为“中

学历史教学实景基地”和“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2001年，南山旅游景区顺利通过

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审核，成为全国首批4A

级旅游景区。2004年4月18日，南山大佛正

式落成开光，成为南山旅游景区的标志性景

观。此后每年4月18日，南山旅游景区都举办

南山大佛开光周年庆典暨南山春季庙会，至

今已经连续举办13年。作为南山旅游倾力打

造的品牌活动之一，南山庙会每年都吸引众

多游客参与其中，在连续举办大型文艺演出

活动中邀请知名的演艺明星前来助阵，庙会

活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越来越高，已经成为

南山旅游的标志性活动。

南山旅游景区投入运营以后，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不断增多，对餐饮接待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南山集团进一步加大对酒

店的投资建设力度，分别于2003年和2007

年相继建成了五星级的南山国际会议中心

和东海月亮湾海景酒店。　

旅
游

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宋家村的企业已形成规模
效应，与外地客户的业务往来日益增多。1988年，为解
决往来客户和外聘工程技术人员的餐饮住宿问题，在
村南山头建立了一座宾馆（南山宾馆前身），为此后酒
店餐饮接待奠定了基础。1991年又增建贵宾楼、怡宾
楼，酒店服务成为南山旅游发展的发韧行业。

TO
U

RISM

依托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  
进军旅游行业

2004年4月18日，南山

大佛正式落成开光，成为南

山旅游景区的标志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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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产

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房地产
开发产业前景广阔。2001年《烟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
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把住宅产业培植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
动建筑、建材、装饰装修等相关行业发展。”在各级政府的引导
下，房地产开发产业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REA
L ESTA

TE

以烟台市场为根基
尝试地产开发业务

2005年，南山集团决定进军房地产开发

市场，前期业务主要集中在烟台莱山和龙口

南山区域。2005年2月，南山城市花园项目

开工建设，次年3月正式交房，这是南山集团

开发的第一个住宅项目。在开发南山区域的

同时，南山集团也对东海区域的地产项目进

行开发。2005年4月，南山集团成立烟台南山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南山世纪城项目，

涵盖国际会展中心、白金五星级酒店、超高

层写字楼、高级住宅公寓等多元化城市功能

体系。其中，由南山集团承建的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2006年9月交付使用，建筑面积15.78

万平方米，其设计风格和建设水平居世界领

先地位，是当时山东省内规模最大、档次最

高的会展场馆。建成后承办了亚欧合作论坛

暨旅游博览会、国际葡萄酒节、国际食品•果

蔬博览会等重大经贸会展活动。南山世纪大

厦由两栋超高层商务写字楼组成，建筑面积

13万平方米，是烟台东部新城打造滨海CBD

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山世纪华庭和世纪华府

为住宅项目，2006年3月正式开盘。烟台南山

皇冠假日酒店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高

180米，拥有707间客房，2007年4月交由世

界著名的英国洲际管理集团管理，是烟台第

一家白金五星级酒店，大大提升了莱山区举

办旅游、会展等大型活动的餐饮接待能力。

征程 跨越（1990-2007）JOURNEY

烟台南山世纪城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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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建筑安装公司始建于1988年，南

山装潢公司成立于1991年，这两个公司主要

承接南山的房屋建筑、管道工程施工以及室

内装饰装修工程。南山家具厂始建于1994

年3月，下设两个分厂。主要生产木制民用家

具、板式办公家具、高档实木家具和酒店

家具，公司下设家具制作、木门制作、油漆

喷涂、检验包装、木托盘制作、包装箱制作

六个生产车间。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1999年，南山集团决定投资建设理石厂。理

石厂是集生产、加工、施工于一体的建筑配

套单位，加工及进口的石材主要用于南山内

部工程项目建设。2000年5月，南山集团投

资兴建塑钢建材公司（现更名为南山暖通新

材料有限公司），下设南山塑钢型材、南山

散热器和南山管业三个企业，塑钢型材厂主

要生产各类门窗型材、建筑用排水管材、管

件；南山散热器厂主要生产纯铝制散热器、

新型环保节能型铜铝复合散热器、新型钢

制散热器等不同种类的散热器；南山管材

厂主要生产各种新型供水管材、地暖管材等

产品。2001年，南山集团投资成立南山庄园

葡萄酒厂，集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旅游

观光和葡萄酒文化传播于一体，公司从意大

利、法国等国家引进世界先进的葡萄酒生产

设备及陈酿设备，融合欧洲传统工艺与现代

技术，开创出多元化产品，总设计能力为年

生产优质葡萄酒三万吨、白兰地五千吨。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除了铝业、纺织服饰、
旅游等主导产业，南山集团还投资建设了建筑
装潢、家具制造、塑钢建材、葡萄酒生产等民
生产业，形成了布局全面的多元化产业格局。

全面布局，形成多元化产业

征程 跨越（1990-2007）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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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集团通过发展工业率先富裕起来，但

与前宋村“山连山、地连边”的周围几个村的群

众仍然过着贫穷的日子。前宋村党支部领导班

子提出了“先富带后富，共走富裕路”的发展思

路，开始兼并周边的落后村庄。 

1994年10月，下丁家镇西马家村率先并入

南山，成为周边第一个并入南山的村庄。1995

年初，下丁家镇达沟村和东江镇后随家村先后

并入南山。同年5月14日，《人民日报》二版刊

发题为《富村带穷村，共同奔小康——山东南

山集团兼并贫困村》的报道，对南山集团的发

展经验给予充分肯定。1997年至2005年间，芦

头镇南张家村、柳林村，下丁家镇曲家村、上观

村、西涧村、老师夼村，东江镇刁崖村、王家杜

家村等村庄也并入南山。2007年7月15日，龙口

市委市政府召开南山集团联合兼并村动员大

会，东江镇、下丁家镇、芦头镇20个兼并村的

4000多名村民代表参会，此后这些村庄都相继

并入南山。

1994年至2007年底，南山集团分批次兼

并周边36个经济落后村，10555户，27770人。

这些村民并入南山后，搬入160平的二层别墅

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谈讲话时表示：“我们
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
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实现共同致富



南山NANSHAN

5150

或者130多平的新楼房，“双水双气三线”（自来水、纯净水、天然气、暖气、电话

线、有线电视、宽带线）全部入户，居住条件完全实现了城市化，过上了现代化的

城镇生活方式。在劳动就业方面，只要具备劳动能力的村民全部安排到各企业工

作，就业安置率达100%。村民以劳动股金入股，每年按照累积的劳动股金分红；

同时享受医疗补助、取暖补贴等优惠政策，年底可以领取大米、面粉、花生油等

福利。在医疗方面，南山集团不仅投资建设了高标准的南山医院，还在多个居民

社区就近设立了医疗服务站。教育方面，南山集团建立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南

山村民的孩子可以就近入学。养老方面，南山村民男满56周岁、女满52周岁后，开

始享受退休待遇，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每年领取数千元养老金，并建有老人房和

老年公寓，可以为老人提供饮食起居及休闲娱乐服务。

南山集团以产业支撑为基础，通过解决

就业改变村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并辅以完善

的社会保障措施，带领周边数万村民实现从

农民到工人、从农村到城镇化的跨越，在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作

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为了响应国家“走出去”发展战

略，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南

山集团自2007年开始加快境外投资，先后在

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尼、德

国等国家设立办事处或分公司，引进羊毛、

铝土矿等原材料，以及机械设备、人才、技术

等资源，并将精纺面料、服装、铝型材、铝板

带箔等产品销往全球市场。南山集团还抓住

国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航空等领域的

机遇，先后进军金融和航空两大新兴产业。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南山集团还设立慈善互

助基金、教育奖学金，用于救助遇到困难的

职工家庭和贫困学子，并积极参与修建道

路、环保绿化、赈灾捐款等社会公益事业。

征程 跨越（1990-2007）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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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老一代南山创业者基本到了退休年龄，

相继退出主要管理岗位，年轻一代领导班子接过“打造百年

南山”的接力棒，带领南山人开始二次创业历程，促进南山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上铝加工项目以高端制造为目标，加

大对铝业和纺织服饰产业的创新力度，同时成立海外分公司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并进军金融、健康养生、航空等新兴产

业，主导产业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

南山集团的转型升级阶段
动能澎湃

焕发新生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elderly Nanshan entrepreneurs basically 
reached the retirement age and quit their main management positions 
one after anothe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leaders took over the baton 
of "making the 100 years Nanshan", lead the Nanshan people to start 
the second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nanshan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new aluminum processing 
project aims at high-end manufacturing, strengthens the innovation of 
aluminum industry and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and sets up overseas 
branches to actively explore international market, enter into emerging 
industries such as finance, health and aviation, and further optimize the 
layout of the leading industry.

KINETIC ENERGY 
SURGING   
NEW LIFE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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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高端制造  优化产品结构

为了延长铝产业链、提升终端产品价值，南山

集团于2003年投资建设了轻合金公司，专门生产铝

板、带、箔等高附加值产品。到2007年2月，随着冷

轧厂进入试生产阶段，轻合金熔铸厂、热轧厂都已

全面投产。公司生产的扁锭、罐体料、罐盖料、铝箔

等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其中罐体料作为主打产

品，成为皇冠、波尔、百威、可口可乐等国内外客户

的主要供应商，铝箔产品则成为利乐包装、康美包

装等国际客户的原料供应商。由于产品畅销国内外

市场，轻合金不断扩大生产规模。2008年1月，南山

集团投资建设铝材新厂，引进西马克2700吨挤压生

产线、2800吨反向挤压生产线各1条。此后，南山工

业型材先后通过必维国际检验集团等单位

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2008年8月，轻

合金东海熔铸厂二 期投产。2009年8月，轻

合金热轧厂进行二期扩建。2010年1月，轻

合金公司又引进三架冷连扎机组。2010年

4月，铝材公司22万吨“高速列车车体用型

材”项目破土动工，将向中国南车集团和中

国北车集团提供轨道交通车辆型材。南山

工业型材项目的发展优化了南山铝材公司

的产品结构，改变了过去依赖建筑型材市

场的局面。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新的

指示精神。2013年南山集团投资建设航空

材料产业园，包括挤压项目、锻造项目、中

厚板项目，于2015年全部投产。航材园定位

于高端铝加工产业，产品覆盖航空、船舶、

轨道交通、汽车、集装箱等高精尖领域，

为新型合金材料国产化提供强有力的材料

支 撑 。其中，汽车用铝板带产品的研发 及

应用、绿色环保类饮料包装用铝板带产品

的研发及应用、航空用铝合金板材产品的

研发和应用、3C电子产品用铝合金板带产

品的研发和应用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

2015年6月29日，南山集团与中集集团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车辆轻量化研发

和材料供应等方面开展合作。 2016年4月

5日，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美国船级

社（简称ABS）“工厂认可”证书，该证书是

公司进军船用板材市场的“入门证”，标志

着南山铝业生产的船板满足美国船级社规

范，船板生产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稳

定的生产能力。同年10月27日，南山铝业与

波音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向其提供航

空用铝板材。2017年9月12日，首批波音航

空板材出厂交货，继上半年汽车板材产品实

现批量供货后，又在航空用铝材料方面取

得突破，标志着南山航空材料制造水平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纺织服饰产业是组成南山工业板块的

另一大主导产业。自2007年12月在英国伦

敦上市后，南山纺织服饰利用全产业链运营

优势，加快自主品牌打造力度，完善终端渠

道建设，突出高级定制优势，积极打造行业

高端品牌。2008年，南山纺织服饰成立北

京贝塔尼时装有限公司，新建了意大利厂。

2011年，建成以生产西裤、女裙和高档休闲

工
业

铝业和纺织服饰是南山起步最早的两大主导产业，经过二三十
年的发展后，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低端产品由于进入门槛低，
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尤其是十八大后，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并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在此背景下，南山集团为了
获取竞争优势，将目标转向高端制造领域，依靠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产品附加值，并将战略目光投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

IN
D

U
STRY

依托科技创新  转型高端制造
提升产品附加值

征程 升级（2008至今）JOURNEY

南山航材园实景鸟瞰图

航材园中厚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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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为主的SPA厂，以生产衬衫为主的衬衣厂，以生产外贸订单为主的美加厂。2012年，成立以职业

装、棉织品为主的工装厂和生产自主品牌休闲男装为主的休闲厂。南山纺织服饰旗下定制及职

业装品牌相继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奥组委、2014年APEC会议领导人、2016年高尔夫国家队出

征里约奥运会提供正装定制服务。菲拉特品牌是多个国际奢侈服装品牌及国内知名品牌服装

商的面料供应商。2017年3月，南山纺织服饰打造的中国职业装领导品牌“DELLMA”缔尔玛，

正式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加强研发创新  提升核心竞争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技术创新是南山工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为

南山铝业和南山纺织服饰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校企合作是南山集团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举措之一。2007年11月，南山铝业与东北大

学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在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应用领域开展合作。2010年9月，南山

集团与北京工业大学签约，双方将在铝及铝材料加工方面开展合作。2011年4月，南山纺织服

饰与西安工程大学联合毛纺织研究院，在

新面料研发应用领域进行合作。同年7月，

南山铝业与中南大学材料学院签订合作协

议，在铝合金新材料领域开展合作。2011年

9月，南山纺织服饰与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

术与工程学院合作成立职业装研究院，开

展职业装领域的研发设计。2016年3月，南

山铝业、南山集团技术中心与山东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举行产学研合作交流会。

除此之外，南山集团还有拥有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一

流研发机构和平台，引进了世界先进的生产

加工设备，并配套建设了中试车间和世界一

流的检测分析中心，提高了企业的科技创

新能力和水平。2017年8月，作为铝加工行

业唯一的国家铝合金压力加工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顺利通过验收，进一步提升了南山

铝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有了强大的技术创

新能力作支撑，南山铝业和南山纺织服饰

取得了丰硕的研发成果，多项技术处于国际

领先地位。南山铝业研发的“高精宽幅超薄

铝箔的研制”“高质量大规格铝合金扁锭

熔炼与铸造技术研究开发”等9个项目分别

达到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高性能高精度大卷重宽幅铝合金板带加

工技术及产品开发——易拉罐罐体料”项目

被列入山东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

“铝液短流程合金化及塑性成型加工关键

技术”项目和“高精度铝合金板带热连轧工

程化技术研究——PS版”项目被列入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高质量大规格铝合金扁锭

熔烁与铸造技术研究开发”项目荣获山东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南山纺织服饰研发的“全

毛180S/2超薄面料的研制”项目荣获山东

省科技二等奖，“集成纺丝毛蝉翼纱超薄精

纺面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项目获得山

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纺织之光”

科技进步二等奖；“NSMTM全品类私人定

制”项目入选山东省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项目；“羊毛微悬浮体原位矿化染色新技

术”项目和“精纺纯毛织物天然抗皱关键技

术研发与应用”项目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7年3月，南山纺织服饰打造的中国

职业装领导品牌“DELLMA”缔尔玛，正式被

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NSMTM全品类私人定制”

项目

入选山东省首批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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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南山集团取得中国银监会

批准，获准筹建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同年

11月11日中国银监会批准南山集团财务公司

开业，成为银监会特许经营的非银行金融机

构。公司成立以后，通过高效畅通的结算渠

道、方便快捷的操作平台以及个性化的金融

服务，为南山集团内部成员单位提供账户及

结算服务，稳步提高资金归集率，成为南山集

团的资金活动中枢，为支持南山各产业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12月，南山集团发

起成立龙口市南山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在龙口市行政区域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并

开展小企业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2009年

10月，南山集团公司为主要出资方注册成立

龙口市南山担保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化的

融资增信服务机构，公司主要经营山东省金

融管理部门许可的融资性担保业务，与多家

银行签订个人贷款担保和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合作协议，为促进地区经济活力作出了积极

贡献。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关于鼓

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意见》。为响

应国务院的指示，南山集团于2011年11月在

北京设立南山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并以

此作为管理平台，先后成立深圳前海南山金

融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东海长基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财务顾问、基金管理等投资银行

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2013年12月和2015年

3月，南山集团又在天津和上海分别成立南山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富瑞达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利用两个自贸区的政策、人才、信息

等资源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此外，南山集团投资入股了全国性股份

制商业银行——恒丰银行，以及烟台银行、龙

口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等多家地方性股份制银

行，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南山金融产

业的快速发展壮大，不仅推动了南山集团实

体产业的发展，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

的有机融合，而且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发展至今，南山金融业已成为南山集

团的新兴战略产业，正致力于在银行、证券、

保险、租赁、股权投资、私募基金、资产管理

等领域构建全牌照的大金融格局。

南山NANSHAN

金
融

随着南山集团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各单位之间的内部
资金往来日趋频繁，而且需要开展跨境投资业务，为了强化对
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南山集团于2008年11
月成立了财务公司，拉开了进军金融业的序幕。此后南山集团
又将金融业务拓展至小额贷款、资本投资、融资租赁等领域，
实现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发展。

FIN
A

N
C

E

打造大金融格局
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

南山金融业已成为南山

集团的新兴战略产业，正致力

于在银行、证券、保险、租赁、

股权投资、私募基金、资产管

理等领域构建全牌照的大金

融格局。

征程 升级（2008至今）JOURNEY



6160

南山NANSHAN 南山NANSHAN

南山公务机
——专注于提供个性化专业服务

2010年11月，南山集团取得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批准的

筹建许可后，开始筹建南山公务机有限公司。2011年11月29日，

南山公务机获得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颁发的CCAR-135部运行

合格证书，正式具备了合法运营资格，成为山东省第一家取得

CCAR-135部运行资质的公务机运营商。经过近6年时间的发

展，南山公务机公司以烟台为总部，先后成立了北京、香港、上

海分公司。此外，南山公务机还取得了境外飞机托管资质，建立

了南北贯通的境内外托管基地网络布局。公司运营的机型包括

波音BBJ、湾流G650ER、湾流G550、湾流G450、庞巴迪挑战者

605、塞斯纳560XLS+等。根据未来规划，南山公务机将逐步减

少自有机型数量，把飞机托管运营作为今后的主营业务。

航空教育
——打造培养航空专业人才的摇篮。

2011年9月，南山集团成立了南山航空学院，以培养高

素质的航空专业技术人才为办学宗旨，先后开设飞行器动力

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飞行技术、交通运输、空中乘务等本

科专业，与美国普度大学、犹他州盐湖城奠基石航校等国外

院校，以及中国民航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等国内院校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南

山航空学院的国际化办学模式，为培养优质航空人才奠定

了坚实基础，培养出来的学生受到了众多航空公司的青睐，

已与青岛航空、重庆航空、瑞丽航空、扬子江航空、奥凯航

空、西藏航空、乌鲁木齐航空等航空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为各航空公司定向培养他们所需的专业人才。南山国际飞行

公司于2011年7月开始筹建，在东营和滨州设立运营基地， 

2012年8月28日获得CCAR-91部、CCAR-141部运行合格证。

公司以航空器驾驶员培训为主营业务，开设私用驾驶员执

照、商用驾驶员执照、仪表等级、飞机教员执照等培训课程。

公司在为青岛航空、南山公务机等内部定向培养飞行人才的

同时，向全国各类航空单位培养输送飞行人才。

航
空

2010年5月，国务院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
条”实施细则，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
式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用航
空设施等项目。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积
极推动通用航空发展，改革空域管理体制，提高空域资
源配置使用率”。在看准通用航空事业的广阔发展前景
后，南山集团果断制定了进军航空业的战略规划，先后
筹建成立南山公务机、南山航空学院、青岛航空公司等
单位，逐步打造成集航空教育、公务飞行、航空运输等
于一体的航空产业。

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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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进军公务航空和民航运营
成为业界新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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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航空公司
—— 致力于打造最具魅力航空公司

2013年6月12日，青岛航空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暨

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青岛国际博览中心

隆重举行，标志着南山集团在航空产业发展方面又迈

出重要一步。2014年4月26日，青岛航空公司的首条航

线正式开航运营，之后又相继开通青岛－长沙、青岛－

上海浦东、青岛－哈尔滨－海拉尔等多条航线。2016年

1月，青岛航空公司在烟台蓬莱国际机场设立基地，这

是在青岛本站之外设立的第一个外站基地，并相继开

通了烟台至哈尔滨、浦东的两条新航线。截至2017年7

月，青岛航空公司航线网络覆盖到东北、西南、华南、

西北等地区，共开通了青岛至北京、成都、哈尔滨、海

拉尔、长沙、南京、银川、贵阳、南宁、西安、兰州、敦

煌、乌鲁木齐、泉州、昆明、天津、遵义等40余条航线。

按照青岛航空发展规划，到2020年，机队规模预计达

到36架，全年运输旅客超过800万人次；到2025年，机

队规模达到82架，全年运输旅客超过2000万人次，达

到大型航空公司规模，成为亚洲知名航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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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产

REA
L ESTA

TE

在将南山世纪城项目打造成烟台东部

新城地标性建筑后，南山集团于2008年规

划开发烟台马山寨项目，包括马山寨海景豪

庭、高尔夫会所、海景酒店、地质博物馆、

游艇俱乐部等，凭借山、海、高尔夫、游艇码

头等稀缺资源，马山寨项目成为环境资源型

和产品价值型的复合型高端物业，为追求高

品质生活的社会人士提供了个性化选择。同

年，南山集团开始在龙口发展房地产业务。

依托山海两大稀缺资源，南山地产龙口置业

倾力打造锦绣南山佛光养生谷和东海黄金海

岸两个品牌。南山佛光养生谷项目毗邻国家

5A级南山旅游景区，规划开发了庄园华庭、

庄园华府、庐山园、佛光山景等高品质小区，

以及商场、医院、幼儿园、老年大学、休闲会

所、特色商业街等完善的配套设施，成为休

闲度假、养老养生的理想居所。东海黄金海

岸项目拥有20公里黄金海岸线、万亩原生

态黑松林、海景高尔夫球场等稀缺资源，开

发建设了碧海苑、星海苑、海润豪景、碧海

尚城等高品质住宅小区，周边有烟台南山学

院、东海外国语学院等教育资源，以及五星

级月亮湾海景酒店、特色商贸街、南山医院

等配套资源，成为集海景住宅、商业街、星

级宾馆、广场公园于一体的大型滨海生态新

城。2009年12月，青岛岭海项目正式奠基，

揭开了南山集团在青岛西海岸打造滨海新城

的序幕，开发建设国际博览中心、超五星级

酒店、国际企业会馆、游艇俱乐部、温泉疗

养中心、写字楼、别墅、度假型公寓及高层、

多层住宅等物业形态，开创了青岛东海岸新

的城市发展格局。2010年7月，南山集团与海

南万宁市政府正式签订《日月湾综合旅游度

假区项目合作协议书》。项目规划开发日月

岛旅游区、滨海带旅游区、中医养生谷旅游

区、峡谷高尔夫旅游区等，建成后将成为集

自然观光、冲浪运动、度假休闲、康体养身

于一体的国际级滨海山地旅游度假区。

纵 观 南山 集 团 所 投 资 开发 的 地 产 项

目，每个项目都拥有山、海等稀缺资源，而

且配套 设 施完善，可以同时满足 旅游、休

闲、度假、养生等高层次生活需求。创造高

品质的美好生活，这正是南山地产所承担

的城市运营者使命。

每个项目都拥有山、海

等稀缺资源，而且配套设施

完善，可以同时满足旅游、休

闲、度假、养生等高层次生

活需求。

涉足房地产业务以后，南山集团经过两三年时间的摸索
积累，在房地产市场找准了自己的定位，自2008年后进入快
速发展期，以城市运营的新理念布局产业发展，不仅在龙口
本土开发大型项目，而且业务范围拓展至青岛、海南、北京
等地，所开发的项目基本都是涵盖商务办公、星级酒店、高
级住宅等多元化产品的综合型项目。

从烟台走向全国
践行城市运营新理念

征程 升级（2008至今）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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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南山旅游产业涵盖景区观光、酒店管理、高尔夫
休闲等多方面内容，为了促进资源共享，形成优势互
补，2009年5月，南山集团将辖属的南山旅游景区、南
山国际旅行社、南山文化中心、南山国际会议中心、
东海月亮湾海景酒店、南山国际高尔夫球会等单位进
行整合，组建成立了南山旅游集团。此后，南山旅游
集团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服务管理质量，
南山旅游产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TO
U

RISM

完善一体化旅游布局
提升南山品牌知名度

打造多元化产业形态，提升旅游综合服务功能。2009年9月，南山华严世界建成

开放，为南山旅游景区再添宗教文化胜景。2010年7月，南山国际旅行社成为烟台市首

家取得“赴台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由于在配套设施建设、服务管理水平等方面优

势突出，2011年1月，南山旅游景区获得国家旅游局授牌，正式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

区。2011年7月26日，烟台南山游艇俱乐部在东海旅游度假区举行开业庆典，标志着烟

台市首家标准化游艇俱乐部正式诞生，可以为游客提供商务交流、亲友聚会、休闲度

假、婚宴庆典、蜜月旅行、海上垂钓等专属空间。2012年烟台马山寨高尔夫酒店投入使

用，成为酒店管理公司的新成员。除了在龙口、烟台进行旅游开发，南山旅游集团在青

岛也有自己的旅游项目，包括国际博览中心、高端商务度假酒店、高尔夫球场等。其中

2011年10月建成的青岛国际博览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米，室内展览面积 12 万平

方米，室外展场面积 6 万平方米，可容纳6000 多个国际标准展位，拥有展览、展示、会

议、论坛、商务、餐饮等多项功能 , 是目前中国北方地区规模较大的国际化博览中心；

2016年1月开业的青岛南山美爵度假酒店是集商务接待、休闲度假、团体会议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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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海景超豪华五星商务度假酒店。2018年，南山旅游景区进一步改造升级，将佛教文化传播

与旅游开发相融合，深入挖掘佛教文化内涵，营造出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

突出节庆文化品牌，打造福寿胜地养心天堂。“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副

对联用在南山旅游景区再恰当不过。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和底蕴深

厚的人文历史，以及配套完善的产业体系，南山集团成功打造了“福寿胜地 养心天堂”的旅游

品牌。自南山大佛落成开光以来，每年4月18日，南山旅游景区都会举办南山大佛开光周年庆典

暨南山春季庙会，至今已经连续举办13年。作为南山旅游倾力打造的品牌活动之一，南山庙会

每年都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尤其是近几年来，连续举办大型文艺演出活动，邀请知名的演

艺明星前来助阵，庙会活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越来越高，已经成为南山旅游的标志性活动。南

山国际长寿文化节创办于2001年，是南山旅游的另一大标志性节庆活动。南山素有尊老敬老的

优良传统，与南山旅游打造的福寿文化品牌可谓是相得益彰。2012年以来，龙口市委、市政府

以孝德文化建设为切入点，深入推进“四德”工程建设，与南山国际长寿文化节联办孝德文化

节，南山国际长寿文化节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知名度越来越高，现已成为南山福寿文化品牌的

重要组成部分。

青岛南山美爵度假酒店

是集商务接待、休闲度假、

团体会议为一体的

全海景超豪华五星商务度假

酒店。

征程 升级（2008至今）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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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海外分公司，从事产品进出口贸易。在铝业方面，2007年11月，

南山铝业参股澳大利亚海湾铝业公司，保障了优质铝土矿原料的充足供

给和价格稳定。同年12月，南山铝业在芝加哥独资设立南山美国有限公

司，从事铝产品的销售，新产品的研发及技术支持等工作。2008年2月，

南山铝业设立南山铝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矿石采购，进出口贸

易。2010年3月，南山铝业在新加坡独资设立南山铝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铝产品进出口贸易。2011年4月，南山铝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设

立南山美国先进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高端铝合金型材的生产、

研发、销售及进出口业务。2013年10月，南山铝业在在印尼民丹岛投资建

设综合铝厂。2017年4月，南山铝业在德国设立欧洲分公司，充分利用欧洲

市场作为高端汽车与航空厂商客户的集结地的优势，继续扩大欧洲市场

份额。在纺织服饰产业方面，2007年8月，南山集团驻意大利办事处正式

成立，从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工艺到管理模式、营销模式和品牌推广完全

沿用意大利运营模式，全面推行国际化发展战略。12月24日，南山纺织服

2006年4月，烟台市政府制定《烟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统筹国内发展与
对外开放，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强国内经济合作，加
快经济国际化进程，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格
局”，并强调要“集中培育扶持出口大户。采取政府推动、政
策扶持等有效措施，鼓励和引导出口骨干企业积极开拓国
际市场，努力形成自主出口品牌。”2007年后，南山铝业和南
山纺织服饰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对外出口贸易规模不
断扩大。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拓展国际市场，南山集
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整
合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在国际市场的发展进入快速扩张
阶段。

实施走出去战略
拓展全球市场

饰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英国上市

的纺织服装综合性企业。2008年10月，南山纺织服饰在

纽约设立南山纺织服饰美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产品研发

设计和面料服装销售，积极拓展北美市场。截至2017年7

月，南山集团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设立分公司，主要从事羊毛、铝土矿、

机械设备等进口业务，以及精纺面料、服装、铝型材、铝

板带箔等产品出口业务。

与海外高校合作办学，培养国际化人才。企业要实现

国际化发展战略，必须拥有具备国际眼光、通晓国际规则、

适应国际竞争的国际化高级人才。为了解决企业发展所需

的国际化技术管理人才，南山集团一方面充分发挥海外分公

司和国外专家的作用，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另一方面利用烟台南山大学的教育资源优势自己培养

国际化专业人才。南山学院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南山集团选拔和培养

国际化人才的重要平台。2011年6月30日，南山集团、南山

学院与美国普渡大学正式签订合作办学意向书，联合设立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旅游管理和工商管理三个本科层次

的国际班。9月26日，南山集团在美国普度大学设立南山基

金，今后5年内每年拿出200万美元，用于奖学金、技术研发

和人员培训等，以促进双方在材料工程学院、管理学院以及

旅游、酒店管理学院领域的合作。除了美国普渡大学，南山

大学还与韩国建国大学、日本神户国际大学、澳大利亚中央

昆士兰大学、新西兰惠灵顿理工学院等十几所国际知名大

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或洽谈备忘录，在教学科研、教师培

训、留学生交流等方面达成共识，为选拔和培养国际化专业

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征程 升级（2008至今）JOURNEY

南山铝业美国工厂

南山铝业美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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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至善，峰聚成山”，这句话凝聚了南山集团的企业发

展理念。，“厚德至善”，阐释的则是南山集团造福乡梓、回馈社

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峰聚成山”，体现的是南山集团多元化发

展、产业链式运作的经营理念。作为中国500强企业，南山集团在

发展产业的同时，在纳税、就业、养老、医疗、教育、慈善公益、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积极履行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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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集团连续多年在烟台纳税百强企

业中名列前茅，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作出了

巨大贡献。其中，2013年纳税36.11亿元，

位居烟台纳税百强企业第1名；2014年纳税

40.53亿元，位居烟台纳税百强企业第2名；

2015年纳税35.69亿元，位居烟台纳税百强

企业第2名。

南山集团不仅为4万多名员工直接提供

工作岗位，通过人口聚集形成巨大的消费

市场，带动辖属园区内的餐饮、商贸、物流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周边地区数万人口

创造了就业机会。

就业方面纳税方面

南山集团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在纳税、

就业、养老、医疗、教育、慈善公益、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积极履行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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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地震时，南山集团捐款800万

元，2010年海南省洪涝灾害时，南山集团海南分

公司捐款200多万元。除了通过慈善捐款、赈灾

救济等方式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南山集团倡导

辖属单位及员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南山旅

游集团的南山禅寺组织成立了“水滴之家”公益

联盟，将募捐的善款用于扶危济困、救贫赈灾等

慈善公益事业，累计捐赠40多万元用于教育助学

基金，捐赠50多万元用于扶贫济困等慈善公益事

业。南山大学组织成立了爱心社、青年支援者协

会等公益社团，经常组织义捐义卖、爱心支教等

公益活动。

南山集团投 资 建设了南山老 年公

寓、东海老年公寓、南山养老院、南山老

年大学等硬件设施，为老年人群体提供

安居入住、饮食搭配、健身娱乐等完善

服务，成立了各种老年艺术社团组织，定

期举办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活动，充实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2012年9月，南

山集团获得山东省民政厅批准，成立南

山老龄事业基金会，基金来源于集团内

部各单位捐款，主要用于支持老龄事业

开展各项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卫生保健

服务、资助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等方面。

养老事业方面

慈善公益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在前期已成立南山医院和东海医院

的基础上，南山集团与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合作成立南山分院，医院于2010年8月

奠基，2013年9月30日正式开业，确立了

“大专科、小综合”的特色发展之路，以

肿瘤专科为主，心脑血管老年病康复、医

疗保健多科并举，并设有康复保健中心、

生物治疗研究中心、口腔医学中心、射波

刀治疗中心、健康查体中心、远程会诊

中心等科室，为南山员工和居民就近就

医提供了很大便利。

医疗方面

南山集团建有南山幼儿园总园（包

括城市花园幼儿园、新和小区幼儿园、

世纪花园幼儿园）、东海幼儿园、南山双

语学校、东海外国语学校、南山大学等多

所学校，建立了从幼儿园至大学的完整

教育体系，南山员工和居民的孩子可以

就近入学。

教育方面

南山集团成立园林公司，对交通干道两侧、

景区山体、居民区绿化带进行绿化和修剪维护，

形成“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立体效果。同时，

启动夜间亮化工程，在辖区主干道、单位门卡、

商业街街面、主要建筑物等地安装各种霓虹灯、

路灯、射灯、探照灯，形成了具有南山特色的夜间

亮化效果；2012年南山集团专门成立卫生管理

公司，配备道路清扫车、垃圾清运车等设施，为

园区居民员工创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绿化美化方面

南山集团于2011年10月成立路桥公司，主要

负责南山范围内（包括南山区域、东海区域、屺母

岛、西海岸人工岛区域）企业厂区及公共场所相

关的道路铺设、桥梁架设、沥青路面修补工作。至

2014年，先后完成了各大园区主要交通连接道路

两条，总面积达68.6万平方米，完成园区内部配

套道路共计200余条，总面积289.2万平方米。

责任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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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南山集团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创业发展史，从村办作坊式小企业
到全国500强大企业，从贫穷落后的山村到富饶美丽的新城镇，从三小队几十
户发家到带领周边数万村民共同致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党的改革
开放政策，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也离不开全体南山人的团结
拼搏、勤奋务实。

南山集团取得的发展成就，不仅让全体南山人引以为豪，也一直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党政考察团曾到南山考察学习发展经验。2003年6月10
日，烟台市委、市政府做出了《关于开展向南山集团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
市上下学习南山在艰苦奋斗、创新进取等方面的发展经验。此外，许多媒体也
对南山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进行采访报道。
南山集团的发展经验，总起来可以归结为4点：

南山集团的发展经验，
总起来可以归结为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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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则已，干必一流”的发展理念

南山集团在上项目的时候，始终坚持“不干则已，干必一流”的发展理念，要么就不

干，干就要做到最好。铝材、轻合金、航材园等公司都是从国外引进国际一流的生产设备，

齐鲁医院南山分院的许多医疗设备也是世界先进水平。2006年建成的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是当时山东省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展馆，2011年建成的青岛国际博览中心成为山东省最

大、全国排名第三的综合性会展中心。2013年开工建设的航空材料产业园，致力于打造亚

洲乃至世界最大的航空用铝合金产品加工基地。高起点、高定位，为南山的产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前期基础。    

南山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铝业、纺织服饰、金融、航空、地产、健康、教育、旅

游等主导产业，同时有暖通建材、葡萄酒厂、花生油厂等产业。多元化的产业布局，不仅有

利于降低“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而且有利于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此外，铝业、纺织服饰、航空、旅游等主导产业都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条，产业链

上下游的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合作达到降低成本、资源互补的效果，增强了与外部企业的行

业竞争力。

“主业突出，链式运作”的经营模式

总结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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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集团善于把握市场发展趋势，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创业

初期依靠玻璃拔丝、棉纺毛纺等项目致富以后，没有满足于眼前的成就，而是根据市

场趋势放弃这些低调项目，转而发展精纺、铝材等附加值更高的项目。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南山集团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关规划和政策，先后进军旅游、航空、金融等新兴

产业，使原有的产业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此外，南山集团善于向同行优秀企业学习，

在产品研发、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借鉴其经验，然后结合南山实际加以消化吸

收，5S管理法、六西格玛管理法等管理理念都被引入南山集团的生产管理中。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学习理念

改革开放初期，与南山同期创业的村办集体企业不计其数，外部机遇和南山基本差不多，

有的企业的区位、资源等条件比南山还好，但后来做大做强的屈指可数，关键差别就在于南山

人的实干精神。

据老一辈创业者回忆，“当时的创业条件十分艰苦，糊制翻新水泥袋时屋子里尘土飞扬，

制作石棉瓦、拔玻璃丝时经常弄得浑身刺痒。”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年三小队能够

创业成功，并非有什么资源优势，而是依靠比别人更能吃苦的实干精神。经过老一代创业者的

言传身教，“空谈误事、实干兴业”的理念已经融入每个南山人的骨血，成为南山人攻坚克难、

开拓进取的行为准则。

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南山人秉承“忠诚、责任、勤奋、敬业”的南山精神、“空

谈误事、实干兴业”的行为准则和“不干则已，干必一流，追求发展，永无止境”的发展理念，

以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抓手，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提升南山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向

着“打造百年南山、实现百年宏愿”的远大目标砥砺奋进。

“空谈误事、实干兴业”的行为准则

总结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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