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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耗、重污染，是江山建材、化工两大传统产业曾经给人

们的印象，但这只是过去。未来五年，江山市委、市政府将积极引

导传统建材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着力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节

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各种新型建筑材料、共同基础

材料、节能环保材料，研发绿色化、多功能化和高品质化的产品。

重点建立能源管理中心，推动合同能源管理，完善主要产品能耗

限额和能效标准，在重点企业采用能效对标，进一步提高企业节

能减排水平。重点加快材料部品化和配套集成，发展建材制品制

造基地，促进建材企业由原材料生产为主向加工制品生产为主

的转变。重点提高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污泥和工业

危废物能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产业协同发展。力争到

2016年，建材行业能耗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清晰的思路、科学的规划，按照“强产业、强平台、强企业、

强项目、强产品”的发展要求，通过重点实施千亿产业培育提

升、万亩平台建设攻坚、千家企业育大扶强、百大项目谋划推

进、五大领域创新突破等五大行动，不久的将来，江山一定会

以一个工业强市的崭新形象屹立在浙西大地。

发挥江山市省级产业集聚大平台、低丘缓坡开发利用试

点等优势，确保每年滚动开发工业用地 2000亩，其中新增建
设用地的 60%以上用于主导产业、特色产业项目和转型升级
项目，五年累计开发建设工业用地 1万亩左右。

主攻“一体”开发建设。以省级经济开发区为主体，实行

“一区多园”开发模式。抢抓低丘缓坡开发机遇，拓展发展空

间。山海协作园要加快开发建设进度，推进三期开发，完善配

套设施；城南工业园要加快“退二进三”；高新技术园要加快前

期工作，推进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江山化工搬

迁改造项目实施；江东工业园要改造提升、完善配套设施、提

高土地利用率并适度扩容；莲华山工业园要以低丘缓坡开发

为契机，加快开发进度，并依托贺村镇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建

设，积极推进城园互动发展。

兼顾“两翼”开发建设。以市域南、北两端为两翼，加强峡

口工业功能区、四都工业功能区建设。重点依托集镇建设，完

善配套设施，平稳推进开发建设。

推进江贺经济走廊整治改造，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合力

推进，做到沿线的山海协作园、贺村工业区块（淤头工业区

块）、清湖工业区块和十里牌工业园相互对接，基础设施配套

互动共享，将江贺经济走廊建设成为集工业、物流和城市综合

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经济产业带、城市主干道和城市景观区。

提高全市经济开发区及乡镇工业

功能区的土地利用率、经济密度和社会

贡献率，提升工业发展综合竞争力，促

进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制定实施

《江山市工业强镇（区）考核办法》，积极

创建一批工业强镇试点示范镇（区）。注

重园区转型升级，突出工业有效投入、

集约节约土地水平、环境保护成效、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基础设施配套程度等

方面的评价导向；注重企业发展质量和

效益，突出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单位产

出水平、单位能耗水平、单位排放水平、

单位劳动生产率水平等方面的考核导

向。

江山经济开发区要以打造新型工

业园区为核心，扎实推进精品建设，重

点加快山海协作园、莲华山工业园、高

新技术园的路网框架、供电、供水、排污

等公共配套建设及生产性、生活性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到 2016年末实现

工业总产值 400亿元以上，建成工业强
区。

贺村镇（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镇）

突出“一轴、二园、三区”，配套发展物

流、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力争到 2016
年末实现工业总产值 200亿元以上，建
成特色产业发展示范区、三省边界工贸

重镇、生态宜居小城市、江山城市副中

心和工业强镇。

峡口镇突出“一廊、二轴、三区”，

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实施生态化

改造和基础设施配套，力争到 2016
年末实现工业总产值 45 亿元以上，
建成生态工业示范区和南部工业强

镇。

四都镇突出“一核两心两带两片”，

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经济，拓展工业功

能区规模，力争到 2016年末实现工业
总产值 30亿元以上，建成机电制造业
集聚区和北部工业强镇。

“一体两翼”夯实平台

转型升级持续发展

江山市的输配电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产品结构呈现多层次、多品种的多

元化发展态势，技术基础、人才储备、

区域品牌等相对优势比较明显。到

2016年，江山市输配电产业产值将达
到 150 亿元，年均增长 30%左右；培育
2家浙江省输配电行业龙头企业；建成
申达电气集团特种变压器企业研究

院。

照明电器产业在江山发展起步

早、基础好、龙头企业示范效应明显，

尤其是节能灯产业链较完整，配套企

业比较多，技术水平相对领先，管理人

才和技术工人储备足。LED 照明企业
起点高、发展快，投资规模大。到 2016
年，照明电器整灯生产规模达到整个

产业规模的 50%以上，产值达到 60 亿
元，年均增长 30%左右。

江山门业产业覆盖面广，产业基础

好，特色鲜明、木门产品突出，产业规

模、资源集聚、投资环境优势明显，人

造板已成为全省的主要生产基地，原

木交易已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集散中

心，木门生产规模居全国领先水平。到

2016年，门业产业产值达到 125 亿元，
年均增长 30%左右；培育两家国内门
业龙头企业。

消防器材营销队伍遍布全国各

地，从业人员全国数量最多；消防器

材生产企业贴近市场，反应灵敏，能

及时了解市场动态；产业规模快速扩

张，经济总量持续攀升，产业集群初

步形成，产品结构多元发展，配套服

务比较完善。到 2016 年，消防器材产
业产值达到 35 亿元，年均增长 30%
左右。

“借力发展”是江山市三大战略中

的战略之一。

尽管江山市的内生性经济发展势头

强劲，民间资本相对充裕，但总体经济实

力与发达县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财政相

对紧张。要实现经济跨越发展，还必须借

助外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千方百计引

进市外项目、资本，切实增加有效投入。

江山市的招商引资，十分注重行

动上出实招、见实效，招商引资氛围十

分浓厚。他们主攻产业招商、加快项

目落地，强化“首位”意识、“协作”意

识、“争先”意识；瞄准重点产业招商、

提高产业招商水准、瞄准重点领域招

商，加大土地征迁力度、加快工业平

台建设、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快项

目落地。同时，江山市委、市政府还要

求各部门单位党政一把手对招商引资

工作负总责，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扎

扎实实带头招商，确保完成各自目标

任务，特别是对重大招商项目的落地、

建设进度，建立市领导挂联机制、点将

招商工作机制，进行定期督察、通报结

果，确保任务落实。

“拉动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靠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但在江

山目前的发展阶段、发展现状，要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投资是

主动力、第一驱动力，必须依靠项目的

支撑，切实提高有效投资。”江山市委书

记陈锦标说。

2012 年，江山市共引进招商项目
180个，到位市外投资额 37.05亿元（含
续建项目到位资金 15.93亿元）；引进亿
元以上项目 23个，到位资金 4.1亿元。

一串串真实的数据、一个个可喜

的变化昭示着招商引资、对外开放正深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

关注的焦点，成为拉动江山区域经济发

展的“撑杆”，不断为实现区域经济的跨

越式发展积聚能量。

招商引资成为江山经济发展“撑杆”

近年来，江山市按照“全员抓信息、

专业抓洽谈、平台抓落地、部门抓服务”

的招商新机制，积极引进大项目、好项

目，充分利用省“山海协作”平台，加强与

杭、宁、温等发达地区的对接，引进一批符

合江山产业发展规划的优质项目。2012
年 9月，由浙江雨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
资 1.55亿元、年产 26万台园林机械生产
线项目，正式落户江山市中部开发区。目

前，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中。

雨霖机械创办地在永康，是一家集

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生产汽油

锯、割草机、绿篱机等园林机械的企业，

近年来公司发展迅猛，但空间瓶颈制约

问题越来越严重，企业主为此东奔西跑

找发展空间。2012年初，江山交通局纪
委书记徐樟华通过朋友得知消息后，前

往和该公司负责人应国华对接，并邀其

到江山考察。经多次洽谈，最终敲定项

目落地江山，用地 50亩。为使这个项目
尽快动工，相关部门给雨霖机械提供全

程保姆式服务。

总投资 3亿元、建成投产后年产值
将达到 16 亿元的高分子材料项目、投
资 14 亿元的“大唐国际”20 万 KW 燃
气机组、投资 3.5亿元的五星级大酒店
等高端项目等一大批项目的先后落地，

使江山市的招商引资实现了量质齐升，

为经济转型发展积蓄了潜力。

走进莲华山工业园区，只见数十辆

挖掘机、装载车、运输车来回穿梭，占地

7000多亩的低丘缓坡综合开发项目正
有条不紊推进。据悉，目前已平整出土

地 1000亩，有 4个亿元项目实现落地。
位于清湖镇的山海协作园区里，几乎每

星期都有前来考察的客商。

随着一些增加区域经济发展潜力

的基础性项目的引进，江山市的产业链

逐步完善，整体经济结构得到了明显提

升，打造出“利好”局面：大唐江山天然

气热电联产工程等 15个项目列入省重
点建设项目，与绍兴县签订共建山海协

作产业园框架协议，并成功列入全省 9
个合作发展产业园之一。

由宁波中鑫毛纺集团投资 2亿元、建成后销售额达 6亿
元、提供 3000 个就业岗位的纺织项目，是山海协作的一次成
功对接，宁波中鑫集团实现了产业合理转移重新优化资源配

置，江山方面则为本地纺织产业引进了高端“龙头”，推进了整

个产业的转型升级，为走出行业大气候低迷增添了动力和希

望，是双方的共赢之举。

宁波中鑫集团是浙江省毛纺重点骨干企业，产品主要销

往日本、韩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和我国港澳地区，是

中国纺织工业毛纺毛针织业销售收入前 50强企业。由于宁波
绕城高速建设的需要，中鑫集团必须进行整体搬迁。通过多次

考察和商谈，中鑫集团认可了江山市的投资环境，确定落户江

山。

这一项目的落地，直接做大了江山纺织产业的规模，提升

了产业档次，其完备的工艺流程，填补了江山纺织产业原来印

染等环节空白，完善了产业链。另外，中鑫集团的技术创新能

力，为江山纺织产业可持续发展开拓了空间。

闻知江山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服务，宁波、温州等地的一些

准备梯度转移的企业，主动和江山方面接触，有意把一些高新

技术项目落户到江山。与此同时，浙江科力汽配公司、浙江科

润电力公司、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九阳光电有限

公司凭借自身的发展潜力，分别与外地投资公司签订了引进

风投资金的协议，成功引进风投资金；纪元集团与上海复旦大

学相关机构签订引进风投中介协议书，软银、谦石、浙商资本

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风投公司，也都看好江山的企业，纷纷来

江考察洽谈。

在加强工业项目招商力度的同时，江山市也非常重视农

业项目招商，突出服务业项目招商。依托江山独特的生态环境

和旅游资源优势，积极引进一批优质现代设施农业、旅游观光

农业大项目和休闲健康养老养生项目，积极引进一批现代物

流业和商贸商务业项目，构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招商。

宁波市振雄机械有限公司计划在江山投资 3000万元进
行农业开发，目前已经在塘源口乡境内获得土地 300余亩；宁
波客商计划来江投资建设城市主题公园，目前正在和建设局

对接；嘉兴客商在江投资的浙江江山欣欣饲料有限公司，总投

资 1.05亿元，目前已经落户；嘉兆控股有限公司总投资概算
13亿元的江山海洋城项目、浙江宝马汽配集团投资 10亿元以
上的汽车城项目已成功签订框架协议。

江山市副市长宁晔表示，今后将进一步统筹谋划招商引

资工作，发挥江山自身优势和特色，突出重点、创新进取、难中

求进，着力引进大、好、高，产业链配套工业项目，不断提高工

业项目引进质量，真正起到江山经济跨越发展的“撑杆”作用。

用五年左右时间，在全市范围内

筛选、培育、扶持、壮大 1000 家左右
重点及成长型企业，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达到 380家，亿元以上企业达
到 90 家，5000 万元以上企业达到
250家，培育 300家成长型及中小微
企业，形成结构合理、相互配套、协作

融合、支撑产业转型的企业梯队。到

201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 900亿
元，力争达到 1000亿元，努力实现工

业支撑更加明显，工业结构更加优

化，主导产业更加突出，发展特色更

加鲜明，现代工业生产模式初步形

成。

将江山市打造成为全省特色产

业先进制造基地和浙西南工业转型

升级先行区，力争建成浙江省具有示

范引领效应的工业强市———这就是

江山未来 5 年的战略定位和奋斗目
标。

以大产业、大平台、大企业、大项

目、大招商为抓手，强力推进工业强市

建设，力争形成五大突破，努力开创现

代工业发展新局面。一是质量效益水平

提升大突破，力争到 2016年工业增加
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以及亩均工业增

加值、亩均财政贡献等指标在全省 20
个试点工业强县（市、区）位次提升 1—
2位；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大突破，建材、
精细化工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成效显

著，新材料、电子信息技术企业群初步

形成，输配电成为第一主导产业；三是

企业创新能力大突破，力争到 2016年
R&D 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工业
新产品产值率、高新技术企业数、省级

以上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等指标在全

省 20个试点工业强县（市、区）位次提升
2—3位；四是“两化”融合大突破，加快

推进企业运营管理、生产制造和设计研

发三大领域信息化改造；五是环境友好

工业发展大突破，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

江山片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节约集约

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万元工业增加值能

耗、增加值用水量降幅位居全省前列。

未雨绸缪：江山全力冲刺工业强市

产业招商，打造行业龙头

平台招商，集聚效应明显

制定“借力发展”战略

5年发展千家重点成长型企业，工业总产值达 900亿元

突破发展赶超进位

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强镇建设提升实力

大唐江山天

然气热电联

产项目

机电产业龙头企业———科力车辆控制系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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