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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消防器材产业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江山人经济”，拥有几乎

覆盖全国的庞大的消防器材经营网络，全市有 2万多人在外经营、维
修消防器材，设立了 2000 多个经营点，每年经营收入超 20 亿元，占
全国消防产业的 1/10。目前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县级以上的城市
都有江山人在经营维修消防器材，市场网络较为完善，成为江山发展

消防器材产业的最大潜力。

激发潜力，将市场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江山人经济”转化为

江山经济已成为发展消防器材产业的主抓手。2006年以来，江山市把
消防器材产业作为四大特色产业之一来大力扶持，积极实施“回归工

程”，成立消防器材产业领导小组，以基地建设为载体，积极构建产业

服务体系，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引导企业发挥市场优势，发挥覆盖

全国的消防器材产业协会作用，以贸带工，规范、提升、扩张现有的规

模，通过政策倾斜，鼓励企业形成多元化投资、滚动开发的机制，培育

龙头企业，引导分散、规模小的企业向基地集中。开设消防器材产业

网，鼓励企业开展网上销售。在淤头镇、新塘边建立产业制造基地，为

产业的发展提供平台，使消防器材企业在园区安得下、富得起。

近年来，江山市消防器材产业取得了较大进步，消防器材产品多达 70
多个，产业整体规模和企业数量均有较大提高，2011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23.5亿元，同比增长 25.8%；共有消防器材生产企业 90余家，其中，2000万
元以上规模企业 20家，5000万元以上企业 9家，亿元以上企业 2家。

江山市长王良春认为，江山未来要有拿得出、叫得响的知名产

业。主导产业叫不响、拿不出，工业强市就无从谈起。其次，要内外力

相结合，共同推动主导产业培育，围绕主导产业，推进企业研究院和

工业设计基地建设，提高主导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在主导产业中选

择领军型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一方面要加

强产业之间的配套，不断延伸产业链；另一方面要抓企业上市，进行

资本运作，借助外力，快速做大。

以等不起、坐不住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走具有江山特色的兴工强

市之路，做强主导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举全市之力，打造工业强市。

这是江山市在新一轮发展中吹响的号角。

2007 年工业总产值 210.2 亿
元；2008年工业总产值 267.9 亿元；
2009 年工业总产值 294.6 亿元；
2010 年工业总产值 353.2 亿元；
2011 年工业总产值 428.9 亿元；工
业总产值五年翻一番，万元生产总

值综合能耗却累计下降 29.1豫，风景
这边独好。

……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

五年间，国内经济发展普遍遇“冷”，

发展减缓，但江山市的工业却依然

“热度”不减，以年均 23.8%的增速，
在“危机”中抢得了“先机”。这五年

成为江山经济发展最快、社会事业

发展最好、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

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最多、城市知名

度和美誉度提升最快的时期之一。

“十一五”以来，江山市深入实

施“兴工强市”总战略，全面推进工

业转型升级，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

升，工业经济已成为江山区域经济

发展的主导力量，工业对生产总值

的贡献率达到了 52.7%。用“跳跃”来
形容江山的工业发展，甚为贴切：工

业总产值年均增速达到 23.8%；工业
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 17.3%；工业增
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2007 年的
46%提高到 2011年的 52.7%；企业
自营出口额年均增速达到 43.8%；工
业性投资年均增长 18%。

江山市的工业发展，得益于科

学的产业结构优化。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由 2006 年的 96.4 亿元提高
到 2011 年的 298.2 亿元 , 年均增速
达到 25.3%；建材和化工产业规上产
值占全部规上产值的比重由 2005
年 的 44.9% 下 降 到 2011 年 的
24.2%；截止到 2011 年，全市共有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271家，比 2005 年
末新增 188家。

五年间，江山市大力推进工业平

台区块调整，将原来的“二园区、四基

地、六功能区”布局调整为“一体两

翼、一区多园”新布局。平台建设重点

转向市域中部的山海协作园、莲华山

工业园，其中莲华山工业园已作为衢

州绿色产业集聚区江山片区纳入省

级大平台之中，同时着手开展高新技

术园区的前期准备工作。“十一五”以

来，全市工业平台累计平整土地

18679亩，出让土地 13677亩。截止到
2011年，全市累计入园企业 1059家。

与此同时，江山市的自主创新

能力也实现了新突破。“十一五”以

来，全市技术创新投入显著加大，创

新载体建设、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

取得显著进展，自主创新能力有较

大提升。截至 2011 年，全市共有高
新技术企业 16家，省级以上科技型
企业 33 家，省创新型示范企业 3
家、试点企业 2家，授权专利 1296
项，省级工业新产品 165个，国家级
重点新产品 2 个，国内商标 2750
件，中国驰名商标 16 件、省著名商
标 20 件、省知名商号 8 家、浙江名

牌产品 15个。木业加工产业集群被
列入省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

型升级示范区 ; 输配电装备制造业
被授予输配电设备及装备制造业省

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输配电、

电光源产业被授予省级产业示范基

地；木门产业基地被认定为省级商

标品牌基地。

生态工业建设是江山工业经济

发展的又一个亮点。通过几年的努

力，全市工业节能成效明显，被评为

省节能减排先进单位，被命名为省

低碳木业产业基地，万元 GDP 能耗
由 2005 年的 2.5 吨标准煤下降到
2011年的 1.63吨标准煤。全市共拆
除水泥机立窑 42条、直径 3米以下
水泥粉磨生产线 48条，拆除落后砖
瓦窑 14 条。 2010 年，全市单位
GDP COD 排放强度、工业增加值
COD 排放强度、单位 GDP SO2排放

强度、工业增加值 SO2排放强度等
四项指标与 2005 年相比，降幅分别
达 到 63.78% 、7 0.32% 、64.82% 、
71.17%。

五年来，江山市不断加大企业

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

保持了高强度、大投入、快产出态

势。工业性投资从 2006年的 24.3亿
元，到 2011 年的 51.5 亿元，始终保
持 18%的年均增幅。江山工业由过

去的低、小、散，发展为现在的高、

精、尖，继续保持追赶型的发展态

势，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新兴

特色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是江山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活力

所在、希望所在；传统产业与特色产

业齐头并进，是江山打造工业强县

之保障；集约高效、生态环保是江山

经济发展之根本。”江山市长王良春

说。

江山工业：在危机中抢得“先机”

江山的工业经济，曾是水泥、化

工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两个产业的

产值，在江山工业总产值中最高时占

到七成多。但高能耗、高污染的属性

使这些传统产业在后来的发展中逐

渐“举步维艰、四面楚歌”。

为给江山工业“脱胎换骨”，2008
年，江山市委市政府对原有 12 个特
色产业进行科学梳理筛选，明确对

以输配电为主的机电、电光源、木业

加工、消防器材和高新技术等产业

进行重点培育。四大产业的产值次

年就超过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一

半，并在之后的几年中稳步前进，引

领着江山工业经济结构实现“漂亮

转身”。

四大产业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各

方面的悉心呵护培育。在确定重点培

育四大产业之初，江山就编制完成了

四都机电工业功能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和电光源、输配电、消防器材、木业

加工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规划，为

产业集约、集群、集聚发展埋下了伏

笔。同时，逐步建立健全产业发展领

导机制、配套政策、发展平台、科技支

撑和行业自律等发展体系，不断助推

四大产业做大、做强。

2012 年，江山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主导产业的筛选和培育，决定从

原来的“4+X”重点培育产业中筛选出
1—2个主导产业，使主导产业成为推
进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支撑。经

过反复研究论证，确立着力培育主导

产业（输配电、照明电器），发展壮大

特色产业（门业、消防器材），巩固提

升传统产业（建材、精细化工），积极

发展新兴产业的新型工业体系。

规模上，主导、特色产业当仁不

让地当起了“排头兵”。江山全市 271
家规上企业中，分属于主导、特色产

业的就有 136家；而亿元企业更是有
31家分布在了主导、特色产业中。首
批认定的 12家工业龙头企业中有 8
家是主导、特色产业关联企业。其中，

节能灯管产量全国第一，木门产量在

华东地区第一，特种变压器产量全省

第一。

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是主导、特

色产业的成长秘诀。据统计，主导、特

色产业中的各类专利技术达到了 747

项，占该市总量的 53.4%。上海高校·
江山产学研工作站、中科院北京技术

转移中心江山分中心、沈阳变压器研

究院江山技术转移中心、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公司第 36研究所江山技术转
移中心一应俱全，开展“产学研”合作

项目数十项，解决各类技术难题十多

个，其中两项技术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或领先水平。

“中国木门之都”、“中国消防产

业之城”、“浙江电光源之都”、“省级

输配电产业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国字

号、省字号的“金招牌”都见证了各个

产业的不断壮大。输配电、照明电器

产业真正成了江山的主导产业，逐渐

显现出领军产业的风采。

主导产业，就是一提地名，人们

马上就能联想到的产业。比如嵊州的

领带、温州的低压电器、永康的五金

加工等等。主导产业的强弱，直接关

系到一个地方发展快不快、好不好。

截至 2012年 11月，江山市的输配电、
照明电器两大主导产业规模产值同

比增长分别达到 23.6%和 33.8%。

10年前在江山还是一片空白的
照明电器产业，如今发展成为两大主

导产业之一，无疑成为江山工业经济

发展中的又一亮点。

在市委、市政府的着力推动下，

江山市照明电器产业发展迅猛。销售

收入从 2006年的 4.45亿元，到 2011
年 30多亿元，每年以 60%以上的速
度递增，发展速度居行业之首，远远

高于其它行业的发展速度。2010年，
江山市被浙江省政府列为电光源产

业发展的主基地。

江山市照明电器产业大致经过

了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加快发展阶

段。现有江山三友、雷士照明、豪合兴

业照明、飞博照明、吴灯照明、嘉明电

器、源光、菲普斯、九阳、力胜等一大

批电光源企业，初步形成了以三友电

子公司为龙头的照明电器产业集群。

其中，江山三友公司生产紧凑型节能

灯管规模居国内前列，技术领先、质

量稳定，拥有 19项专利、68项发明创
造，建立了节能灯省级研发中心，掌

握多项核心技术。形成了年产 2亿支
节能灯管的生产规模，其灯管为世界

知名品牌菲利浦整灯企业配套，在全

国节能灯管生产企业中具有较强的

影响力。

照明电器产业也是江山市产业

链条最完整的产业之一。江山市现有

照明电器企业 30家，具备了一定的
产业基础。在产业链上，有机器设备、

玻璃管、荧光粉、芯柱、灯丝、明管、毛

管、镇流器等生产商，有技术研发、产

品设计、包装印刷、运输物流等机构，

有行业协会以及政府部门的服务机

构；新技术新设备不断得到应用，已

发展成为集灯管、芯柱、灯丝、玻璃

管、塑料壳、镇流器、整灯、铁氧体软

磁场材料、整灯等 10多个系列产品
为一体，产业集群雏形基本形成。

江山市照明电器产业在快速发

展的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照明

电器产业的管理技术人才和熟练工

人，储备了研发、设计、生产、管理、销

售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技

术人员对照明电器产业比较熟悉，不

仅懂行、懂技术、懂管理、有经验，而

且敢闯敢拼，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为

江山照明电器产业发展注入新生力

量，为江山市照明电器产业的发展奠

定了人才基础。

四大产业引领江山工业华丽转身

以门业产业为例，目前已形成木门、防盗门、防火门、家具、装饰板材、

地板、人造板、船用家具等八大产品系列 100多个品种。木门占同类行业
比重 10%，产量位居华东地区第一。2010年，江山木业加工园区被省政府
列为全省 42个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试点)示范区之一。

江山市以省木业加工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和低碳木业示范园

建设为契机，不断加快科技提升，推进产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木业加

工产业经济运行总体看好。据统计，仅 2012年 1—11月，江山市门业产
业共实现规上总产值 30.1亿元，同比增长 19.2豫，且继续保持较快的发
展态势。

2008年开始申报的江山市木材加工产业集群提升关键共性技术
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经过三年的实施，全面提升了木业行业自主创新

能力和产品竞争力，据统计，此项科技示范项目共实现转化实用技术 46
项，制订企业或产品标准 34个，申请专利 50项，开发新产品 42个，建
成新技术应用生产线 5条，累计新增产值 2.51亿元，实现利税 4860万
元，超额完成了各项指标任务，带动了江山市 100余家木业企业发展。
家居企业发展迅速，产能逐步开始释放。

面对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江山市的家居企业开始筹谋将主战场

转移，积极抢占二三级甚至四级市场。以伟峰、易和为代表的家居生产

企业迅速扩张，实木套房家居走俏市场，得到市场的认可。同时，大明、

合盛等新家居企业上马，深加工企业开始增多，产品逐步走向终端化。

门业产业创新技术，奠定市场地位

照明产业从无到有，成为行业龙头

消防器材产业建成全国最大销售网络

大投入，才有大产出。江山输配

电企业舍得技改投入，来谋求产品的

高端化。浙江科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年产 5000 台新型变压器生产线项
目，已累计投入 6000 万元，项目一期
建成投产。科润电力董事长王荣相

告，公司新研发推出的电器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等三类产品，被列入浙江省

新产品试制计划，占公司销售总额的

40%以上。下一步，公司年产 5000台
新型变压器生产线全部建成投产后，

年产值将达到 10亿元。2011年，“华
军电子”、“南极互感器”、“中数科技”、

“金航钢管”等一批江山输配电企业，

共完成新项目投资 4亿多元。
还有一些输配电企业不满足于

“步步为营”的发展速度，他们关停老

旧生产设备，把全部资金和精力转向

了新项目，从而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一

步到位。江山市源光电器有限公司从

事变压器生产已有 17年，近年来，企
业设备老化、产品层次低端等问题日

渐突出。2010年初，公司“壮士断臂”，
关掉已经老旧的生产车间，投资 1.5
亿元上马了“特种变压器、干式变压

器 350KVA 项目”，累计已完成投资
8850万元，项目部分投产后，仅一个

季度就实现产值 2000多万元。“新项
目，新产品，新的发展春天。”企业负

责人信心十足。

科技助推发展，2011年，江山输
配电产业已实现工业产值 60 多亿
元，同比增长 40%。其中，112家规模
以上企业完成产值 50多亿元，同比
增长 148%。在整个机电产业中，高新
技术产品产值同比增长了 52%。

输配电产业“风生水起”，成省级示范基地

照明电气龙头企业———雷士灯具现代化车间

工业强市建设———初步建成的山海协作园二期一角

mailto:shangxy61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