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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量求突破：城市新区助推产业转型
伊明

铜川新区：以新产业
对冲煤炭去产能压力

地区产业结构与当地资
源类型、劳动力结构、产
业政策息息相关。长期以来，
不少地区形成
“靠山吃山，
靠水
吃水”
的既定格局，
在提供经济
发展持续动力的同时，也对新
产业、新经济的落地生根客观
上形成阻碍。
作为城市发展的变量区
域，
城市新区因为具有
“大开大
合”的特征而形成独有的后发
优势，在助推城市产业转型方
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利博制图

如皋高新区：用智能制造云吸聚企业
“圈一片土地、布几个产业、发展一批企
业”，这是传统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面对
新发展形势，打造一个着眼长远、引领产业
方向的现代化产业基地十分必要，也是实现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沪如智
能制造产业园作为江苏如皋高新区聚焦智
能制造产业发展的全新平台，经过一年多时
间的紧张建设，
已初具雏形。
目前，产业园一期项目厂房和基础配套
的建设已经全部完成，即将验收交付。项目
建设周期长的另一个原因是建设标准高。
三个建筑面积为 5000 多平方米单层厂房的
行车承重为 10 吨，是一般智能制造企业行
车承重的两倍，而车间立柱的间距采用了 8
米跨度，
这应该是这类厂房的最大极限了。
很多人认为标准厂房好，其实并非如
此。园区厂房采用非标准厂房，这也是经过

多地考察、反复论证，并最终参照苏州昆山
的平谦国际产业园而确定的模式。这种非
标准模式厂房的建设成本比一般的厂房至
少会增加 5%，但这种投入带来的是集聚力
的增强。
尽管项目还没有验收交付，但园区已经
成功与三家智能制造企业达成了入驻协议，
江苏聚双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
一家。
该企业专业生产聚双环戊二烯产品，该
类型产品具有高耐冲击、耐化学腐蚀、较高
的热变性等特点，是传统玻璃钢材料的重要
替代材料，广泛应用于汽车零部件、蓄电池
组外壳等，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该企业已经
与江淮汽车、一汽、徐工等国内知名汽车制
造企业达成合作协议，提供车盖、车门等汽
车零部件配套生产。

之所以落户沪如智能制造产业园，相关
企业负责人表示，首先如皋有很好的模具产
业基础，第二是因为园区的发展定位与企业
的未来规划不谋而合。目前企业的设备正
在运送中，预计 7 月底正式投产，可实现年
销售额 1.2 亿元，
年税收 1000 万元。
“每亩产税收达 30 万元”是对入驻企业
的第一要求。对于园区而言，只有提高准入
门槛，才能好中选优，把优质企业、潜力企业
集聚起来。除了每亩税收有要求外，对企业
类型也是重点把关的内容。自招商工作开
展以来，园区始终聚焦长三角智能制造产
业，先后签订了三家企业入驻，并另有多家
在手洽谈，
预计近期可以签约落户。
园区的目标将是打造如皋高新区优质
的产业园，用智能制造云吸聚企业达到 30
家左右，
年税收达到 3000 万元到 5000 万元。

晋中开发区：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加速转型
在山西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经纬智能
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经过工人师傅
对机器调试后，一片片 N95 口罩以每分钟 40
片的速度有序生产。
“达到了生产效能，检验
合格后便可出厂。
”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高林郁说道。作为山
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第二期
“投产一批”
产业项
目和纺机行业的中国名片，经纬智能公司在
抗疫关键期，
勇于承担央企责任，
研发生产全
自动 N95 高端立体口罩机，
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的跨越。
“公司最初并不生产口罩机，
甚至我们连
口罩机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高林郁说道。
今年年初，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
经
纬智能公司闻令而动，第一时间抽调精干力
量组成 N95 口罩机项目攻关组，对 N95 口罩
机开展技术攻关。
2 月 15 日，公司接到国务院联防联控保
障组通知，
进行口罩机研发生产。
2 月 17 日拿到图纸后，公司成立了由高

林郁担任组长的口罩机项目攻坚领导组，连
夜召开口罩机专题讨论会，确定 N95 口罩机
样机生产方案，同时启动 N95 全自动口罩机
项目技术准备。设计、电器、工艺、生产连夜
协同作战，不到 40 个小时完成 800 余张图纸
设计、4 大部件近千种零部件的生产备料、制
定工艺、
加工制造和部分外购件采购工作。
2 月 18 日，各部门、各单位从人员调配、
资金支付、技术支持、物资采购等各个方面，
开通“绿色通道”，实施了超常规的工作机制
以及工人 24 小时轮班作业等多种举措，
争分
夺秒推进项目……
在晋中开发区和上级企业的大力支持
下，经纬智能公司与口罩机生产链条相关联
的 16 家企业迅速联合起来，
全力以赴保障生
产。同时，经纬智能公司从内部集中全公司
优势资源，
充分发挥60多年深厚的技术积淀，
全力以赴投入研制工作。从拿到图纸，到口
罩机组装，
再到最后设备安装调试，
前后仅用
时 20 天，
经纬智能公司就成功开发出了半自

动 N95 口罩机。到 3 月 17 日下午，全自动
N95 高端立体口罩机顺利通过了中国纺织机
械协会组织的样机鉴定，产品样机鉴定会取
得圆满成功。
在经纬智能公司的车间里，从生产材料
输入机器到口罩定型完工，智能化生产行云
流水般一气呵成。
“全自动 N95 高端立体口罩
机自动化程度高，技术先进、结构合理、运行
可靠，
1 人可同时操控 2 台至 4 台车，
可大幅减
少挡车人员。一条生产线日产量可达到 5 万
片左右，目前机器已经出口德国、奥地利、瑞
士等国家。”高林郁表示，未来，随着国内、国
外复工复产、
复学复课，
口罩需求量也将逐步
增多，经纬智能公司生产的全自动 N95 高端
立体口罩机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通过 N95 高
端立体口罩机的批量投产，我们更有信心借
助山西转型发展的东风，加快由传统制造向
智能制造转型的步伐，为我省实现高质量转
型发展贡献经纬智能公司的智慧和力量。
”
高
林郁说。

产业项目来了、企业来了，产业集
群多起来，工业企业动起来，转型发展
“跑”起来……走进陕西铜川新区，到处
是大干快上的火热场景。
做优做强装备制造业，优化提升传
统产业，开拓发展新兴产业，建设西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陕西铜川
转型发展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
围绕航天科技、数字经济、高端装
备制造、先进陶瓷、生物医药、文化旅游
体育产业集群，铜川吸收和引进了一大
批工业企业。2019 年，铜川全年生产总
值增长 6.8%，增速居全省第 4 位；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2%，增速居全
省第 3 位。今年月 1—4 月，铜川市级重
点项目新开工 30 个，完成投资 16.98 亿
元；68 个续建项目复工，完成投资 84.32
亿元。全市产业高端化、集群化、智能
化发展雏形初显，转型发展的成绩十分
抢眼。
达美点火试生产，特必克摩擦片、
格瑞天成特种车等 12 个高端装备制造
项目顺利投产。近日，铜川企业投产的
好消息接二连三。
近 年 来 ，依 托 自 然 禀 赋 和 产 业 优
势 ，铜川积极抢抓机遇 ，提出“陕西制
造、铜川配套”的产业配套目标，积极引
进达美汽车轮毂等一批汽车零配件项
目。全市着力发展航汽铝材料工业、汽
车配置、高端装备制造、中医药产业，出
台了《关于加快发展航汽铝材料工业的
意见》
《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
实施意见》等一系列产业发展政策，招
商引资相关产业项目 54 个，涉及金额
489 亿元，兴盛德药业、方舟制药、新丰
禾等中医药企业规模效益实现双提升，
天一、千禾制药项目加快推进。成功举
办世界中医药大会第五届夏季峰会铜
川分会场活动和第五届中国孙思邈中
医药文化节，签约项目 54 个，涉及金额
285.4 亿元。
传统产业是铜川工业经济的基础，
面对多重困难叠加的严峻挑战，铜川着
眼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坚持系统
施策，先后出台了工业提质增效多项政
策 ，配 套 出 台 了“ 土 地 10 条 ”
“ 金 融 10
条”等措施，连续实施工业“双百双千”
工程，全力对冲煤炭去产能所造成的工
业下行压力。
铜 川 持 续 推 进“ 精 煤 、优 电 、强 材
料”，厚植支柱产业新动能。2019 年全
市环保精洗煤产能突破 1000 万吨，洗
煤产量增长 18.7%。董家河循环经济产
业园一揽子项目建成闭环，美鑫 30 万
吨铝镁合金项目达产达效，实现煤电铝
水泥“联产联营”。通过产能置换、关小
上大，力促水泥产业绿色发展，冀东、尧
柏 2 条万吨绿色水泥生产线启动建设，
水泥熟料增长 30.1%。全市传统产业呈
现 稳 中 趋 变 、变 中 趋 优 的 良 好 发 展
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