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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地处浙江东部，北靠杭州，东邻宁波，西接金华，南临温台，位居长江三角洲经

济圈核心地带。

全市总面积 1784平方公里，总人口 73.5万。境内四面环山，中为盆地，剡溪流贯全
境。1995年由嵊县改设嵊州市。

嵊州是全国第一批经济开放县市、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

力百强县市、全国全面小康成长型百强县市、浙江十大新魅力之城等。如今已形成领带

服装、电器厨具、机械电机三大产业集群，并造就了多个产业经济的单打冠军。

嵊州是闻名中外的越剧之乡、领带之乡、茶叶之乡、围棋之乡、竹编之乡、根艺之乡

以及中国厨具之都、电声零件之都、丝针织服装生产基地、小功率电机生产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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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

嵊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

“企业‘以亩产论英雄’，干部‘以

实绩论英雄’”。嵊州财政安排专

项资金用于发展工业经济、商贸

服务业、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招商引资、企业上市。对重大

优质项目实行更加灵活的“一厂

一策”、“一事一议”扶持政策，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鼓励采用 BT、
BOT形式。实行项目审批 40天
内承诺办结制、全程代办制，对

企业重大投资项目实施“围墙保

障工程”，确保围墙以内企业安

心建设，围墙以外政府保障到

位。

●人力资源

嵊州历来重视人才的培养

和引进，与浙江大学、同济大学

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

之间保持着交流与合作。

全市劳动力资源丰富，职业

教育发展迅速，被评为浙江省先

进制造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

示范基地。目前，拥有普通高中 7
所，职业学校 3 所，在校生 2.13
万人。同时，嵊州每年举办 7余
次大型人才招聘会，积极引进外

地人才，不断健全人才结构，提

高人才质量。

●商务配套

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除四大

国有银行之外，交通、招商、中

信、浦发等商业银行相继进军嵊

州，并扩大信贷规模。计划投资

约 30亿元、规划总用地面积 713
亩的中国领带城物流中心正在

形成，将为投资商大幅降低原材

料采购和物流成本。此外，五金

机电城、城南企业总部大楼、鹿

山广场和狮子山旅游养生综合

体等项目也已动建。

●生产成本

嵊州生产成本优势明显，劳

动力充足，各项生产费用低廉，

人工、用水、用电、蒸汽、货运等

均有显著的价格优势，管道天然

气将于“十二五”内动建。

●嵊州经济开发区

嵊州经济开发区系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规划

面积 35平方公里，下辖城东分区、浦口分区和城北分区。该区始
终以“打造全国一流开发区”为奋斗目标，已连续 4 年跻身全省
“十强开发区”。2009 年，按照浙江省开发区整合提升的工作思
路和要求，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嵊州进一步加大开发区与工业

平台的整合力度，优化形成了“一区七园”的组团式空间布局，

区域性科技创新体系已初步形成，包括国家长毛兔生产力促进

中心、省级领带科技创新中心、省级微特电机科创中心等。连续

5 年被评为省级优秀开发区；2006 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
力工业园区 50强”、“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开发区”最具投资潜力
奖第1名。

●城南新区

城南新区（三江街道）规划面积 28平方公里，是嵊州市新行政
中心所在地，也是嵊新融合发展的核心区。经过几年的建设，城南

“三纵三横”路网框架基本形成，嵊新大道全线贯通，嵊新两地城市

交通实现无缝对接；中国茶叶城、国商大型综合超市、保罗大酒店、

国税大楼以及广本、宏盛别克、龙华丰田、兴福福特等一批地标性

建筑先后建成；中国领带城物流中心、核心区块配套道路和排水系

统、企业总部、国贸商城、商检大楼、新医院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实

施。同时，按照生态、休闲、宜居的定位，依托彭山台地、上岛台地及

西南部丘陵缓坡地等独特的环状山体，利用现代园林的布局手法，

将建成以休闲娱乐、历史文化展示、体育健身等为主的主题公园，

延伸城市开放空间。

●甘霖工业功能区

甘霖工业功能区位于嵊州市城郊西南部，毗邻甬金高速、37省
道、32省道，规划面积 2.7平方公里。自 2001年启动建设以来，已
累计投资 25亿元，一期开发 2 平方公里已基本完成，二期开发正
在推进之中。现有入区企业 100多家，其中外资企业 7家。区内已
形成电子电声、五金工具、制冷配件、丝织针织、汽摩配件、生物化

工等块状产业。

●崇仁工业功能区

崇仁工业功能区位于嵊州市西北部，毗邻甬金高速、绍甘线省

道，总规划面积 1100亩。2001年启动建设至今，一期、二期、三期共
780亩已基本完成，四期开发正在推进之中。现有入区企业 42家，
其中外资企业 3家。区内已形成纺织、服装、汽摩配、灯具、新材料
等块状产业。目标定位园区追求高档次，重特色，做到规划高、配套

齐、环境优、服务强、功能全。

●长乐工业功能区

长乐工业功能区始建于 2001年，位于新嵊义线两侧，规划面
积 18平方公里。分两期实施，一期约 2平方公里已经完成，二期 16
平方公里正在规划中。功能区产业以电机电器产业为主，新型建

材、饰品、休闲用品等产业共同发展。为进一步发展工业功能区的

作用，镇党委政府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外贸奖励补助政策、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技术改造专项奖励政策等。

●领带服装

现有领带生产企业 1100多家，年产领带 3.5亿条，
产量占全国的 90%，占全球的 40%，产值超 150亿元，是
全球大型的领带制造基地、批发销售基地和外贸出口基

地。“嵊州领带”被认定为浙江区域名牌，领带产业被列入

浙江省培育现代产业集群示范点。身为“领带之乡”的嵊

州，先后被命名为“21世纪国际性领带都市”、“中国丝针
织服装生产基地”、“中国最具产业影响力纺织之都”。

●机械电机

现有电器厨具生产企业 500多家，年销售收入超
过 50亿元。其中燃气灶在数量上占全国的 30%，世界
的 5%；是我国第一个电声零件特色区域，其中天乐集
团的数码技术已跃居同行前列。是中国著名的“厨具

之都”、“电声零件之都”。

●电器厨具

现有机械电机产业企业 1000多家，全行业销售
收入 90多亿元。电机产品以小功率电机为主，是“全
国小功率电机生产基地”；机械行业门类众多，是全

国粉碎设备生产基地之一、全国三大链轮出口基地

之一。

●新兴产业

近年来，嵊州市大力推进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实施

“新兴产业四大工程”：新兴产业人才引进工程、新兴产

业技术研发工程、新兴产业基地对接工程和新兴产业

创业孵化工程。现有汽摩配规模以上企业 8家，实现工
业总产值 4.84亿元；生物医药规模以上企业 6家，实
现工业总产值 15.96亿元。

机场：至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1小时车程，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2小时车程，至宁波栎
社国际机场 45分钟车程，至义乌机场 90分钟车程，至温州永强机场 2.5小时车程。

公路：上三高速公路、甬金高速公路十字相交，104国道、37省道贯穿全境，到杭州距
离仅 100公里，到宁波仅 75公里，为“浙江一小时经济圈”；嘉绍跨江大桥将于 2013年建
成通车，届时，到上海的车程仅需 1.5小时；杭绍台高速公路已立项准备动建。

铁路：甬金城际铁路、杭温城际铁路有望在 2020年之前开工建设。
港口：北有上海港，东有宁波北仑港。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三界)

嵊州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位于三界镇中部，104 国道和上
三高速两侧，是嵊州离嘉绍跨江大桥、绍兴滨海新城和上海市区最

近的区域，是“浙江一小时经济圈”的重要地区之一。按照建设嵊州

北部小城市的理念，高新园区规划总用地面积 32.5平方公里，其
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启动区 5.8平方公里。目前，三界共有工业企业
近 1700家，累计完成投资 30亿元。旨在拉大园区框架、优化发展条
件的曹娥江三界大桥、10万平方米“云间山水”中高档住宅小区、三
界客运物流中心和 500吨级嵊州中心港码头等基础设施正在规划
建设之中。

●省级温泉旅游度假区

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嵊州市西北部会稽山绿色生态走廊，规

划面积 20平方公里，2010年 6月 21日，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
设立。温泉旅游度假区立足于生态体验温泉度假、文化休闲，构筑

了两组团（温泉度假组团、百丈飞瀑观光组图）、一走廊（唐诗走廊

休闲带）的总体布局，建设温泉小镇、养身会所、唐诗走廊、森林度

假、大型花海等一批崭新时尚的项目，规划预计度假区投资约为

43.9 亿元，其中重点旅游项目投资估算约 32.1亿元，基础设施工
程投资估算约为 11.8亿元。通过近期和中远期的开发建设，把浙
江省嵊州温泉旅游度假区建设成为以度假休闲、康体养生为主要

功能，兼具观光游赏、文化体验、运动娱乐、旅游购物等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大型旅游目的地，打造成为长三角一流的生态型温泉旅

游度假胜地。

●黄泽工业功能区

黄泽工业功能区位于嵊州市东部，毗邻甬金高速、104国道，
仙黄公路贯穿全区，规划面积 3平方公里。园区整体规划、园内厂
房设计、外貌格调均由专业部门设计，形成园区建设和集镇建设的

完美结合。自 2001年启动建设以来，一期、二期开发 2.5平方公里
已基本完成，三期开发正在推进之中。现有入区企业 108家，其中
外资企业 12家，已形成机械、汽配、仿古木雕、电声音响、塑料制
品、纺织等块状产业。

●三江工业功能区

三江工业功能区隶属于嵊州市城南新区管委会，地处嵊州、新

昌两县（市）融合发展的核心区，规划面积 6平方公里，分 A、B、C
区实施开发。自 2001年启动建设以来，已累计投资 18亿元。目前，
A区开发 1.9平方公里已全面完成，B区、C区开发正在推进中。现
有入驻企业 320家，其中外资企业 41家，区内已形成领带、服装、
电机、厨具、茶业等块状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园

筹划中的综合性文化创意产业园位于经济开发区亭山公园，

在兼并与兼容艺术村的基础上，设立民间艺术精品馆、民间艺术风

情区、民间艺术创作区、LOFT(创意 )区等“一馆三区”，同时吸引工
业设计、文化会展、信息传媒、动漫游戏、广告策划等相关行业与企

业入园发展，力争使创意园成为一个功能齐全、内涵独特、特色鲜

明的文化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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