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区县，如何找准突破

口实现工业高质量“攀登”？

这是各个山区县的工作重

点，也是难点。

作为全省山区 26 县之

一的永嘉，聚焦“扩增量、优

存量、提变量”3 个关键突破

口，着力“强基础、补短板、破

瓶颈”，加速推进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升

级。

2021 年，永嘉全县规上

工业亩均增加值、亩均税收

分 别 居 山 区 26 县 第 一、第

二，“两化”融合指数列全省

第一梯队，经济发展潜力进

入全省 30 强，连续 5 年获全

省山区26县发展考核优秀。

春光无限好，奔跑正当

时。今年以来，一个个振奋

人心的消息，不断从永嘉传

出：新增 106 家规上企业创

历史新高、总投资 480 亿元

的 139 个项目集中开竣工、

千企节能改造如火如荼开

展 ⋯⋯ 通 过 谋 深 落 细 做 实

高质量发展“施工图”，永嘉

不断朝着工业强县目标奋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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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泵阀产业集聚地 叶西平 摄

夯基础扩增量
强链补链增强发展韧性

水长而美，是为永嘉，但永嘉引以为傲
的，并非只有诗画山水。拥有“中国泵阀之
乡”称号、入选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成
为全省产业集群新智造试点⋯⋯作为全省
山区县唯一超300亿元的制造业集群，这里
的泵阀产业在全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然而，面对成绩，永嘉看到更多的是发
展背后的危机。当前，国内泵阀业“群雄并
起”。

如何破题？培育龙头链主企业、构建
产业链共同体，成为永嘉的突破口。“确保
泵阀成为全省山区 26 县中率先突破 500 亿
元的单体产业。”永嘉把目标写入党代会报
告。

抓好项目招引建链、强化科技创新优
链、推进增资扩产补链，永嘉把“强链补链”
做深做细，成为撬动行业发展的硬招实
招。通过分行业制定产业链全景图、招商
图，针对 500 强企业、头部链主企业开展上
门招商，今年国内泵业排名前 10 的上海东
方、上海连成、广州白云等密集落地永嘉；
加快兰州理工大学温州泵阀研究院等平台
提升，推动国家阀门质检中心与央企中检
集团合作，带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占
主营收入比重达到3.66%、居全省山区县第
一；推进增资扩产补链，永嘉落地本地企业
增资扩产项目50多个，补齐提升工业设计、
高端锻铸造等断链缺链节点。

强链补链，激活了泵阀产业发展一江
春水，超达阀门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卢守
君对此感同身受。在去年中石化举行的一
场集中采购招标会上，包括超达在内的永
嘉 12 家企业集体中标，获得 10 亿多元订
单。而这背后，离不开永嘉国家阀门质检
中心专门组建帮扶小组的补短板。帮扶小
组持续一个多月加班加点，帮助企业按照
中石油型式试验要求设计产品结构，及时
提供型式试验和跟踪服务，为顺利牵手中
石化扫清了技术障碍。

强链补链改变的并非只有泵阀产业。
装修、布置、入驻⋯⋯连日来中国教玩具国
际城正在做开门迎客的最后准备。教玩具
是永嘉另一大支柱产业，已连续 10 多年保
持增长，作为该县教玩具企业集聚地，桥下
镇有着1000多家教玩具生产企业。随着教
玩具产业规模极速扩张，从研发、生产到电
商物流等都迫切需要一座集产品展示交
易、会展中心、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培训教
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教玩具展贸中
心。“中国教玩具国际城对桥下教玩具产业
强链补链、产业升级将起到极大助推作
用。”有企业负责人如此感叹。

补短板优存量
全域治理激活一池春水

从泵阀、到教玩具，再到鞋服等产业，
如火如荼开展的“强链补链”行动，夯实了
永嘉打造“工业强县”的基石。然而，作为
山区县，永嘉“八山一水一分田”，在面临工
业用地捉襟见肘的现实困局之下，又如何
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高效率扩展工业空间、高标准推进全
域改造、高质量实现绿色转型，紧扣扩、改、
转“三招”，永嘉全域全面掀起了工业治理
热潮。

永嘉用有限的空间换企业无限的发展
空间，依托“一核两翼”制造业布局，推动全
县80%规上企业“进区入园”。

今年初，位于永嘉县乌牛街道的华邦
安全封条股份有限公司乔迁至岭下工业区
的新厂房，企业由此迎来了新跨越。“新厂
房面积是原来的 4 倍多。经信、住建、资规
和街道等成立工作专班，协助政策处理，从
进场施工到投产仅用一年多时间，解决了

此前生产空间不足的困扰。”该公司董事长
虞振勇说。

规上企业“进区入园”后，量大面广的
中小企业又该如何治理？永嘉全面放开容
积率、建筑面积、建筑层数、绿地率等限制，
对全县容积率 2.0 以下企业开展全面排摸，
制定了专门的资金扶持措施，有序引导企
业开展零土地技改；系统推进低效用地优
化提升、高耗低效企业整治淘汰、土地资
源要素市场化改革等工作。

“我们厂房破败不堪，结构也不合
理，2021 年销售额 4300 万元，想突
破却一直受限于生产空间。”带着
发展的迫切诉求，新凯阀门有限
公司负责人林丛新主动找到工
业全域治理专班组，申请开
展零土地技改项目。让他
没想到的是，专班组后续
多次主动上门，为他“量身
定制”零土地技改方案。目
前，企业已经完成规划方案，
制定了初步的设计图纸。林丛
新有信心在技改完成后，让企业
在两三年时间内突破 1 亿元的销售
额。

改变的不仅是硬件设施，还有发展
理念。向绿色要效益，俨然已成为永嘉政
企双方的共识。整治亩均 8 万元以下企业
329 家、高耗低效企业 77 家，实施千企节能
改造，铺开屋顶光伏120多家⋯⋯这抹绿色，
正深刻地改变着永嘉的工业发展步伐。

一手改存量，一手抓增量。永嘉近3个
月内梳理出近期可用工业用地超 3000 亩，
确保“地等项目”；上半年计划出让 600 亩，
并以产城融合思路吸引先进制造业集聚发
展。不久前，一则“永嘉与中国金茂集团签
约，携手打造超 350 亿元温州北外滩项目”
的消息，刷爆了温州人的朋友圈。这片土
地，也迎来了更多人的另眼相看：永嘉还是

那个永嘉，但城市味更浓了，现代气息更
足了。

系列组合拳之下，永嘉加快推进
单一泵阀装备向成套流体装备解
决方案、鞋服和钮扣拉链向时尚
智造、教玩具向教育装备及文
化创意转变，数字经济、智慧
物流、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

风起云涌。
一条“空间优化、要素集聚、

绿色集约”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正
越拓越宽。

破瓶颈提变量
数字赋能引领发展变革

路宽了，底子厚了，如何结出更多高质
量发展果实？永嘉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加
快推进中小微企业“专业化、精品化、特色
化、创新型”发展，努力实现中小微企业在
质量和效益方面新的突破。

该县先后主持制定行业标准1项，参与
制定国家标准 4 项、行业标准 10 项，现有
145 项国家专利产品、3 项国家火炬计划项
目、2个国家创新基金项目、1项省首台套产
品。其中，高温浓硫酸液下泵、耐海水碟
阀、1200℃高温调控阀等高端泵阀设备和
流程装备，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高达 32%，
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
平。这是永嘉宣达实业集团交出的成绩
单，这家并不很出名的企业，在自己细分的
领域内却是领跑者。

目前，永嘉已累计培育省“隐形冠军”
企业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7家，数
量均居山区县第一位，其中“隐形冠军”企
业数量已居全省所有县（市、区）第二位。

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些主营业务突
出、竞争力强、成长性高、专注于细分市场

的专业化“小巨人”企业，不仅可为大企业、
大项目和产业链提供零部件，还能实现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化”“精品化”。
宣达实业集团的成长，离不开“脚底”的这
片土壤。永嘉制定隐形冠军“一企一策”，
创新推出“专精特新”产业园、专项贷、咨询
诊断等组合拳。“我们陆续接收到政府补助
超过 5000 万元，这些钱至少让我们的技改
发展缩短了 5 年建设周期。”宣达实业集团
负责人叶群策说。

既帮中小企业做成“大”文章，更帮中
小企业“跑”起来。永嘉突出动能培育，深
入推进数字变革赋能，大力推进数字经济 5
年倍增行动，引领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

在不断推动企业从“制造”走向“智造”
的过程中，凯泉集团将落后设备全部淘汰，
斥 资 1 亿 元 购 置 新 设 备 ，并 建 成 PDM、
ERP、MES等智能化系统，实现研发、计划、
生产、物流、服务的全过程闭环管理和业务
协作。企业原有员工300多人，如今精简至
170 多人，运营成本降低 30%，生产周期缩
短40%，产能实现翻番。

作为一条传统产业“焕然一新”的必由
之路，在很多地方，产业数字化前景美好却
面临着成本高、人才缺等现实阻碍。而永
嘉通过多方借力、巧妙使力，走出一条成本
低、效果好的数字蝶变之路，并成为当地企
业拥抱产业数字化的快车道。目前，该县
已建成泵阀（工业阀）产业大脑 1.0 版，培育
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7 家，建成 5 个省级数
字化车间，实现重点行业智能化改造全覆
盖，列入全省首批产业集群新智造试点。

紧盯数字经济新蓝海，永嘉还聚焦能
源物联网等细分领域，加快建设永嘉数字
经济产业园，成功打造杭电永嘉数字经济
研究院等科技产业飞地，温职院永嘉学院

“产教融合、中高职一体”成为全国职业院
校发展新模式，推动山区富余劳动力向现
代产业工人转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3年增长50%。

泵阀产业大脑泵阀产业大脑

中国教玩具国际城正对桥下教玩具产业强链补链

（本版图片由永嘉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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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引进数字化改造的报大力引进数字化改造的报
喜鸟集团生产车间喜鸟集团生产车间

利用企业厂房屋顶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

智能化系统构成了凯泉阀智能化系统构成了凯泉阀
门智能车间门智能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