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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晓兴 本报记者 徐军 /文

嵊州经济开发区

创建于 1994年的嵊州经济开发区，经过 10多年，特别是自 2001年以来的 10年大发展，开发建
设风生水起，目前，入园企业达到了 370余家，累计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10亿元，完成工业性投入
180亿元，年销售收入达到 300亿元以上，业已成为嵊州市经济增长的突破口，招商引资的主战场，产
业提升的新高地，城市建设的新形象，政府职能转换的“试验田”，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开发区”
和“中国最具产业发展特色开发区”以及“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开发区”最具投资潜力奖，并连续多年
蝉联浙江省十强开发区。

2010 年 6 月 18 日，对嵊州市
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
子，是一个对嵊州有着重要影响的
日子。这天，嵊州市人民政府与雅
戈尔集团签订了“雅戈尔新兴科技
产业园”项目落户协议。

据悉，该项目系“雅戈尔”与世
界 500 强企业“伊藤忠”合资建设，
计划投资 30 亿—50 亿元，预计达
产后年销售 60 亿—100 亿元，年利
润 5亿—8亿元，年税收 3 亿—5亿
元，主要生产经营棉、毛纺织和针
织、家纺、汉麻服饰等产品，属于国
家高新技术项目。

这是嵊州市有史以来引进最大
的一只项目，项目采用国际上最先
进的技术和设备，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国际上一流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科技的、具有深远影响
力的国际纺织工业城。

对于嵊州市来说，这不仅仅是
引进了一只项目，此举标志着嵊州
市转型提升完美的一跃；标志着嵊
州开发区由量的扩张全面向质的
提升转型；标志着嵊州经济开发区
将全面进入大开发、大投入、大发
展的时期。

十年磨一剑

成立于 1994 年的嵊州经济开
发区，真正发端是从 2001 年开始，
经过 10 年创新发展，已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和骄人的业绩。如今的开
发区，已成为嵊州市经济增长的突
破口，招商引资的主战场，产业提
升的新高地，城市建设的新形象，
政府职能转换的“试验田”。目前工
业区规划面积 35 平方公里，下辖
城东分区、浦口分区和城北分区。
到目前开发区已有入园企业 370余
家，其中外资企业 172 家，累计引
进合同外资和实到外资分别为 9.1
亿美元和 4.5 亿美元。2005 年来，
开发区连续 4 年被浙江省政府评
为优秀开发区，进入全省十强行
列。这毋庸置疑彰显着开发区的综
合实力。

嵊州市地处宁波、杭州、义乌、
台州之间的一小时交通圈内，到上
海也只需要两个半小时。104国道、
上三高速公路与甬金高速公路贯
穿全境，并在开发区交汇，两条高
速公路都在嵊州经济开发区内设
有道口。交通区位上的优势给予了
嵊州人车来车往的兴盛，也带来了
投资致富的先机。现在区内拥有绍
兴市级以上各类高新技术企业 50
家，其中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18 家、
国家级 5 家，各类科研机构 22 家，
区域性科技创新体系初具雏形。
2010 年，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328.15亿元，同比增长 35.5%，约占
全市总量的 88%；实现利税 18.1亿
元，同比增长 30.1%；实现自营出口
11.69亿美元，同比增长 34.79%；实
到外资 8172 万美元，同比增长
89.9%。

按照打造一流的投资环境的要
求，开发区现已完成基础投资 19
亿元，一期 17 平方公里的开发建
设已基本完成。区内主要道路严格
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实施，通车路
网长度达 72 公里；完成绿化面积
68万平方米，配套基本达到通路、
通电、通信、通自来水、通污水管、
通热及土地平整等“七通一平”要
求。双塔路、浦南路、科创中心、外
来人员生活区、浦南大桥、浦东路、
双塔大桥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
竣工。

一座配套设施齐全、最适合投
资创业的工业化和生态型的开发
区正在崛起。

向空间要发展

“变化太快了。”行走在绿树成
荫的林间小道上，老杨脸上洋溢着
满足。他告诉记者，早在 2005 年，
浦口分区刚开发时，只能看到开发
区的路基框架，如今，都变成了一
座座漂亮的工厂，路边的小树也已
经变成了参天大树。

作为开发区浦口分区的一位农
民，老杨的家就在开发区边上。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在见证
着开发区的发展变化。而他自己，
也正享受着开发区开发所带来的
幸福生活。
“确实变化很大。”开发区一位

负责人告诉记者，短短几年时间，
浦南大道两侧，浙江手牌起重机械
有限公司、浙江锻压、万力铜业、春
力茶业、三博聚合物、棉纺厂等一
批企业的新厂房陆续拔地而起。

2005 年底，开发区累计引进企业
234 家。而到了 2009年底，开发区
城北、城东和浦口三个区块，累计
投产企业达到 370多家；到 2010年
底，开发区整合范围内投产企业已
超过千家。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早在

2001 年，嵊州市委、市政府就提出
了“合力兴工、聚焦园区”的发展战
略，这无疑成为开发区飞速发展的
助推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
近 10 年时间，随着开发力度的加
大，经济实力的增强，招商引资等
工作的推进，嵊州经济开发区的对
外影响日益扩大，工业化发展成效
显著，已成为特色产业的聚集区、
优质产业的示范区、高新产业的孵
化区，同时也是嵊州市经济增长的
突破口。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嵊州开

发区企业数量接近饱和。如何充分
利用土地总体规划调整契机，突破
现有瓶颈，进一步拓展发展新平台
和新空间，承接原有企业产能“溢
出”以及招商引资企业落户，成为
开发区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一道

现实课题。
“腾笼换鸟”、“空中要地”……

在寸土寸金的开发区，企业家的土
地利用理念也在悄然发生转变，集
约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自 2005年
以来，开发区内先后有 28家企业的
建设用地通过流转、收储、重新出
让等方式，盘活土地近 1500亩，一
批基础更好、更需建设用地的投资
项目，在开发区得以落地、生根。天
乐集团、松科电器、全盛色丝等 10
多家企业，则通过厂房升层、扩建
等形式，新增厂房面积达到 10万平
方米，相当于节约了 150亩土地。
企业在谋求发展，政府更是运

筹帷幄，以长远的眼光着手进行整
体规划布局。去年七八月份，嵊州
经济开发区整合提升工作方案和
增挂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都获
了浙江省政府的批准。开发区整合
提升，采取就近整合和异地整合相
结合的形式，整合全市五大集镇和
三江街道六大工业功能区的工业
平台，整合后面积为 233.11 平方公
里，在全省开发区中排名第四。
与此同时，拓展平台的建设也

拉开了序幕。以雅戈尔项目为主的
三塘区块平台建设进展顺利，目前
808亩工业用地已摘牌，政策处理、
基础设施配套正在快速推进，7 月
份就能进场施工，年底“雅戈尔新
兴产业科技园”初现形象。

向空间要发展，嵊州经济开发
区已经准备就绪。

向服务要素要效益

“开发区不仅要形成工业高地，
还应该成为商业要地，人才聚集
地，只有这样才能聚集人气、聚集
商气。”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表示，要
通过拓展开发区的服务空间，向服
务要素要效益。他说，良好的基础
设施和功能配套，是改善开发区形
象，吸引投资者的重要砝码。
嵊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按照适

度超前、量力而行的原则，不但把
开发区作为一个工业区来打造，更
把它作为一个工业新城来建设。5
年来，相继实施了双塔大桥、下中
西排涝站、下中西村拆迁改造、园
区主要道路亮化等一大批基础设
施工程，使园区功能日趋完善。到
2010年底，开发区累计投入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达到 19亿元。
随着连接艇湖路和双塔路的双

塔大桥正式竣工通车，不仅使得开
发区与主城区之间多了一条便捷
通道，更大大缩短了开发区与主城
区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进一步提
升了开发区的新城形象。
“原来公司到嵊州宾馆、客运中

心要从东桥走，碰到交通高峰时段
需半个小时，现在几分钟就可以到
达。”嵊州开发区内一企业负责人
告诉记者，“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
效率。”
企业的日益增多，产业队伍日

益壮大，流动人口也越来越多，这
给开发区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不仅需要生产功能的完善，还
需要增加服务休闲、商贸三产功

能。
“开发区不仅仅是生产区，还必

须配备相应的生活、休闲、娱乐的
地方，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
在开发区落户，安心工作，开发区
才能可持续发展。”开发区管委会
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嵊州市
政府已将开发区定位为嵊州城市
的副中心，并专门在浦口二期规划
1000亩的面积，着手建设一个集休
闲、娱乐、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场所。
目前，该区域的中高档住宅小区已
经形成，明山桃园、香缇墅等一批
楼盘相继建成，五星级的酒店、大
型超市等正在规划，浦口医院建设
也已在设计中……
一座综合性的现代化工业新城

呼之欲出。

向大项目要实力

经历了 10多年的发展，如今的
开发区不仅是量的扩张，必须向质
的提高转型，向大项目要实力。
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考察，有

着中国服装标志性企业的雅戈尔
集团终于决定把“雅戈尔新兴科技
产业园”项目落户嵊州。该项目属
于国家高新技术项目。该项目的实
施，将加速推进嵊州领带服装产业
转型升级步伐，进一步树立嵊州领
带服装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
地位，对未来嵊州纺织行业的持续
发展以及产业转型升级，起到巨大
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不仅雅戈尔，全球规模最大的

油烟机“巨鳄”———意大利爱丽卡
公司，去年下半年也正式与坐落在
开发区的浙江普田电器有限公司
“联姻”。合资后，爱丽卡公司将投
资 3 亿多元人民币，拥有普田电器
55%股份，并将在 2011 年把股份提
升至 70%。

据普田电器公司负责人介绍，
合资后的普田电器将发挥“爱丽
卡”在创意、设计、研发方面的优
势，充分发挥其在全球性布局的物
流、销售、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经过
5年时间努力，使新普田公司的销
售额达到 20 亿元，并争取在中国
上市，从而真正成为推动中国厨卫
行业转型升级的领军品牌。中国五
金制品协会专家高度称赞普田电
器这一举措为“借助外力实现企业
转型升级的典范”。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大

项目接踵而来。据悉，目前，有两个
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新材料项目已
经达成初步意向，不久即可签约。
“2010 年是开发区有史以来重

大招商引资项目取得突破性的一
年，项目最多、质量最好、规模最
大。”开发区一位负责人兴奋地说
道，大项目将对提升开发区的综合
实力、展示开发区的形象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新规划谋划大发展

嵊州开发区是嵊州市的重要发
展平台，是实施“工业强市”战略的

牌头兵。据悉，嵊州市委、市政府正
在谋划的市“十二五”规划和开发
区的“十二五”规划对开发区的发
展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定位，把开
发区建设成一个产业结构合理、生
态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
和谐进步的多功能综合产业区。期
间，将实现四大发展目标：
———经济总量明显增长。至

2015 年，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将达到
325亿元，年均增长 12豫左右。完成
规模以上企业自营出口 13亿美元，
年均增长 l2豫；规模以上企业实缴
税金 8 亿元，年均增长 10豫左右。
规划期内实际利用外资达到 3亿美
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市
比重达到 70豫左右，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以及税收收入等指标
占全市 65豫以上。

———发展空间有序拓展。至
2015 年，开发区建设用地面积将在
现有 l7 平方公里基础上扩大到 27
平方公里左右，新增 10平方公里左
右，其中浦口中心区新增建设用地
4平方公里、二期工业园区新增建
设用地 3平方公里、高新技术园区
新增建设用地 2平方公里、三塘区
块新增建设用地 1平方公里。

———自主创新成效显著。至
2015 年，高新产业产值占比达 50豫

以上。引进 2—3家世界 500强企业
投资项目，引进新产业体系或高新
技术项目 3个以上。培育一批行业
龙头企业，争取有 l0 家左右销售收
入过 l0 亿元的大企业，争取有 5 家
企业上市。知名品牌和高新技术企
业逐年递增，到 2015 年，开发区拥
有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达
15 个以上，省著名商标、浙江名牌
达 30 个以上，拥有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 8 家左右，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 15家左右。

———节能减排不断深入。开发
区建成区绿化率将提高到 30豫左
右，万元工业产值综合能耗，在完
成“十一五”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
下降，工业用地达到每亩工业产值
220 万元以上，工业污水集中处理
率达 l00%，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率达 95豫以上。

开发区一位负责人介绍，为实
现这四大目标，他们将做好三方面
工作。一是抓产业转型升级。要改
造升级传统产业，促进领带、电器
厨具和机械电机等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强化集成创新，提升设计
技术水平，从量的增长向质的升级
转变，延伸产业链，做精做强传统
产业。要培育引进新兴产业，加快
发展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
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新兴产
业，大力推进汽摩配件、电子信息、
新型材料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促
进新兴产业快速向开发区集聚，尽
快形成四大新兴产业集群，不断提
高这四大产业的产值占比，使之成
为开发区乃至全市经济新的重要
增长点。要加快提升第三产业，积
极发展科技研发、现代物流、培训、
商贸、房地产和社区服务等配套服
务业，加快开发区制造业与服务业
的有机融合，升级互动，进一步提
升经营开发区的理念，提高开发区
自转能力。

二是抓平台建设。以浦口二期
的开发建设为重点，有序拓展空
间，构筑产业发展平台。要充分发
挥规划龙头作用，结合当前新形
势、新任务，加快编制、调整有关规
划，重点推进浦口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开发建设，探讨艇湖南部地块的
土地利用，同时抓紧城东片区的滨
江地块和南部的创意园区等地块
的近期开发建设。

三是抓基础设施配套。以道路
建设为先行、设施配套为重点，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为开发区产业发
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要着重完
善开发区片区联系通道，加强区内
路网建设，构筑园区便捷集约的道
路系统。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展望
未来，这个位于浙东的“中国厨具
之都”、“中国领带之乡”、“中国电
声零件之都”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
明天。

嵊州经济开发区
十年磨砺现代化工业新城

嵊州经济开发区全景

浦南大道南段

浙江天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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