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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床为浙南古镇插上“特色”标杆
本报记者 汪晓东

目前，制造业转向高端化存
在着巨大压力。在机床方面，高
端机床略显缺乏。
但这样的情况正悄然发生改
变。浙江丽水市缙云县一个以机
床设计、生产、销售为特色的小镇
正应运而生。
浙江丽水市原缙云县政府党
组成员、壶镇镇党委书记李瑞华
表示，缙云机床小镇按照“宜业、
宜居、宜游”的发展理念与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发展要
求，集聚发展数控机床以及相关
智能制造产业为产业特色的机床
小镇，以此提升产城融合水平，促
进经济提质增效。

“高校+特色小镇”
催生游学热

发力组合拳
“缙云机床小镇在发展的理
念上强调宜业、宜居、宜游三者的
协调融合。”中共缙云县仙都风景
旅游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尚雄介绍，为此，机床小镇紧紧抓
住国家实施“中国制造 2025”的重
大机遇，以促进装备制造业智能
发展为主题，强化“平台、企业、项
目、环境”四位一体，着重在做强
做精上下功夫、在推进实效上做
文章、在机制创新上求突破，力争
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竞争优势突
出的“特色小镇”。按照规划，机
床小镇推出了五个拳头项目。
在智能机床研发基地项目
中，重点建立数控机床的研制、开
发 、设 计 、生 产 等 环 节 的 基 地 平
台，做精和做强现有占全国 70%市
场的锯床行业，引进国际领先的
拉、锯、切机床技术，使之成为助
推壶镇传统带锯床行业转型升级
的强大引擎；军民融合产业园项
目，重点引入军工产品植物纤维
电池、睦邻坊项目与军民融合创
新高精度机械装备核心零部件生
产线技改项目；机床智造云中心
项目；以智能装备检测、检验、试
验中心项目为依托，打造行业标
准、检测、交易、生产制造等数据
中心，切实提高行业影响力。机
床电商平台项目；依托现有“北山
模式”，为农村青年创业及电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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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发展提供保障。同时设立现代
物流港，为智能装备、家电、农村
电子商务等项目配套，优化发展
环境；城市客厅建设项目。建设
内容结合赤岩山风景区的生态环
境优势包括公园游步道、景观小
品、铺装、绿化、亮化、给排水以及
旅游配套设置等，建成后为机床
小镇以及壶镇提供旅游设置服
务。

智能制造崛起
在“中国制造 2025”的重大机
遇下，如何掌握制造业最核心的
部分是中国目前要做的重要事
情。因此，实现数控机床产业为
核心打造特色产业发展高地，并
通过智能制造技术的示范作用，
成为装备企业通过“互联网”、
“厂
联网”和智能工厂建设实现智能
化生产过程的样板基地极为重
要。
如何优化发展环境成为机床
小镇建设的重要一环。李瑞华介
绍，为了加大对特色小镇建设的
宣传推广，小镇从人才、合作、交
流和环境氛围等几个方面着力，

狠抓项目建设。另外，小镇正在
打造集观光游览、科普教育、娱乐
体验为一体的智能制造工业旅游
项目，与周边旅游产品形成互补
结构，寻求市场突破，推动旅游产
品建设和市场开拓工作的全面启
动，创新打造适应个性化、体验性
和内涵丰富的旅游产品。
“计划用 3—5 年时间建设一
座以智能装备制造为核心的特色
小镇，力争五年计划总投资 68 亿
元，其中前三年完成 38 亿元。”李
瑞华说，建成后集聚一批创新型
中小微企业、一批高端创新人才，
实现总产值达到 80 亿元左右，实
现年税收 3.1 亿元左右。另外，小
镇内工业投资项目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降低 15%，小镇生态环境达
到 3A 级旅游景区标准，年接待游
客达到 50 万人次以上。

传统产业开路
壶镇镇位于缙云县东北部，
地处“三市(丽水、金华、台州)四县
(缙云、永康、磐安、仙居)”交会的
腹地，是浙南三大古镇之一，交通
路网发达。

壶镇有 228 平方公里的镇域
面积，其中有 158 平方公里的森林
资源，25 平方公里的水域和绿地
资源，生态资源优势突出。而机
床小镇周边，植被资源丰富，森林
覆盖面大，树种比较丰富；境内农
产品资源丰富，盛产蚕桑、水果、
中药材等。作为传统产业，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壶镇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充裕的资源基础，特别
是旅游资源方面尤为突出。
数据显示，
目前全镇共有工业
企业 1581 家，已形成带锯床、缝纫
机、工刃具、炊具等特色产业。尤
其是带锯床产业在浙江省内乃至
国内享有盛名，
已成为省级现代产
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目前，
壶
镇带锯床的全国市场占有率高达
70%。壶镇以一镇之力，占据了全
县工业经济总量三分之一以上的
份额，
贡献的税收收入占全县税收
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壶镇是全国最大的带锯床产
业生产基地和全国重要的缝纫机
生产基地。尚雄告诉记者，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
持续快速发展，传统产业支撑的
特色小镇，
更值得期待。

都市圈周边的特色小镇机遇
本报记者 范颖华

在卫星城周边，有着田园风
光 的 小 镇 ，正 成 为 京 津 冀 、长 三
角、珠三角等都市圈周末休闲旅
游、养老康养的好去处。专家指
出，随着我国都市圈交通路网的
完善以及配套设施完备、大城市
产业的外围疏解，周边的特色小
镇将率先崛起。

都市圈交通网络
日益完善
根据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

（上接第十六版）
以浙大紫金港校区为
核心，周边 10 公里半径范
围内，
浙江大学紫金众创小
镇是由浙江大学与杭州西
湖区联手规划建设。主要
就是依托浙大的几个校区，
激发高校的创造力、
创业兴
趣和活力，
把科研成果转化
成产品。
坐落于之江地区的音
乐艺术小镇，
未来则是以中
国美术学院和浙江音乐学
院为依托。
余杭艺尚小镇则是注
重引入国外先进时尚、
艺术
学院。目前，
美国纽约大学
时尚学院、
英国圣马丁艺术
学院和意大利马兰欧尼时
尚学院三大国际知名时尚
学院正在积极引进中。

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印发的《中长
期 铁 路 网 规 划》
（以 下 简 称《规
划》
），
我国现代的高速铁路网建成
后，将连接主要城市群，基本连接
省会城市和其他 50 万人口以上大
中城市，
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覆
盖全国、以省会城市为支点覆盖周
边的高速铁路网。实现相邻大中
城市间 1 至 4 小时交通圈，城市群
内 0.5 至 2 小时交通圈。
同时，
《规划》指出，将着力发
展城际客运铁路。在优先利用高
速铁路、普速铁路开行城际列车
服务城际功能的同时，规划建设
支撑和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有

效连接大中城市与中心城镇、服
务通勤功能的城市群城际客运铁
路。
国家发改委《关于京津冀地区
城际铁路网规划的批复》中，便提
出将以“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
大通道为主轴，到 2020 年，与既有
路网共同连接区域所有地级及以
上城市，
基本实现京津石中心城区
与周边城镇 0.5 至 1 小时通勤圈，
京津保 0.5 至 1 小时交通圈，有效
支撑和引导区域空间布局调整和
产业转型升级。远期到 2030 年基
本形成以“四纵四横一环”为骨架
的城际铁路网络。

大城市周边特色小镇
最易成功
“大城市周边是特色小镇的集
中培育地、也是培育特色小镇的最
易成功之地。”在日前由中国国际
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办、
北京市房山区拴马庄村村委会承
办的第 30 期城市化
“茶话”
会上，
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
级城市规划师、住建部村镇建设司
乡村规划研究中心顾问、城市化委
员会乡村建设专委会常务副主任
蔡立力这样讲道。
（下转第十八版）

可 以 预 见 ，随 着 大 学
城特色小镇的建设，大学
与小镇、田园、乡村将相得
益彰。
在浙江龙泉青瓷小
镇，丽水学院联姻小镇成
立中国青瓷学院，实现了
“高校+特色小镇”，小镇办
大学。未来，青瓷学院与
青瓷小镇将共谋发展。
除此之外，日前，浙江
省时尚产业特色小镇与高
校对接合作座谈会也在杭
州召开。该省 11 个时尚产
业相关的特色小镇负责人
与 10 所高校的相关负责人
齐聚一堂，
进行了供求的对
接。
会上，
湖州丝绸小镇所
在的吴兴区政府与浙江理
工大学目前签署了《开展全
面合作、
共同发展的框架协
议》：在实体产业研究院建
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
养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浙江理工大学为此成
立了丝绸学院，并和小镇
还在商讨成立湖州丝绸小
镇设计研发中心的设立。
每年的暑期和寒假，
大量的中国青少年儿童游
走于欧美的教育、科技、文
化小镇，甚至中国著名的
高校、名校也是学生家长
人满为患。未来，小镇教
育客厅就是一个农教文旅
融合的平台。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旅
游发展委员会副会长、
青岛
太行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董
事长苗在善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中表示，围
绕生态、
亲子的教育功能是
今后特色小镇等新型城镇
化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之一。生态游、亲子游、游
学游等热点板块必然在特
色小镇发展中得以彰显。
目 前 ，在 教 育 部 大 力
倡导研学和游学的背景
下，特色小镇一定是未来
亲子、游学、教育培训等市
场百亿、千亿元蛋糕的有
力争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