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4日，浙江鸿盛新材料生产科研基地项目的厂房内正在进行设备安装。“PTFE生产线、热定型生产线以及针刺毡生产
线的主体设备已安装完成，下步将进行调试。”浙江鸿盛非织造厂厂长黄尚步说。

该项目的厂房主体建设已基本结束，两个厂房总面积11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34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烟尘
过滤材料生产科研基地。 记者 邓亮 摄 报道组 周盛 王佳丽 通讯员 裴帅帅 吴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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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好转
企业提信心

一季度主要工业指标企稳
向好。1-3月，实现规上工业总
产值 396.6亿元，增长 1.9%，规
上工业增加值 90.3亿元，增长
6.4%，规上工业销售产值增长
0.5%，工业用电量增长 6.6%，
和 1-2月数据相比，均出现了
回升，其中规上工业总产值和
销售产值增速“转负为正”。

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升至 50.7%，重返扩张
区间，经济回暖信号显现，企业
信心也得以提升。

动能在激发
投资在回暖

一季度新旧动能转换接续
有力。1-3月，衢州规上工业新
产品实现产值121.7亿元，同比
增长 19.1%，超过全省均速
（16.3%）2.8个百分点，排名全
省第 5，较 1-2月份排名上升 1
个位置。

同时，高端装备产业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 8.3%，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7.6%，时尚
产业增加值增长16.6%，十大传
统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3%；工
业投资主观增强，结构趋于优
化。1-3月，全市统计在库项目
数 394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134
个，同比增长 35.9%；工业投资
增长 17%，其中制造业投资增

长 40.1%，重点技改投资增长
32.3%，企业用于设备升级的购
置费超过4成，投资意向开始转
向技术研发、设备升级等方
面 ，主观意愿有所增强。

区块在联动
后劲已显现

一季度集聚区因受龙头企
业总产值回落明显的影响，出
现了负增长，而县（市、区）工业
总产值的回升特别是常山县、
江山市和龙游县的较强带动，
将全市增速拉回正增长区间。

在发展后劲上，1-3月，全
市小微企业分别实现产值
168.5 和 13 亿元，分别增长
10.1%和 7.3%，增速均高于大、
中型工业企业产值增速，小微
企业的发展贡献和后劲显现。

重点产业稳
数字有升降

一季度化工行业受环保督
查后的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
一季度实现产值 82.6亿元，同
比下降 5.6%，但属于正常波动
区间。

特种纸产业的原材料价格
趋于稳定，企业产值和利润有
所增加，一季度产值38.9亿元，
增长6.6%。绿色食品饮料产业
作为我市工业的压舱石，一季
度实现产值 22.5 亿元，增长
9.2%，其中均瑶食品、李子园和
伊利乳业等几个新增量拉动作

用明显。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实
现产值69.1亿元，增长1.9%，其
中龙游县高端装备制造业一季
度产值增长30.7%，轨道交通产
业产值增长 44.3%。新材料新
能源产业市场略有好转，市场
价格降幅放缓，65.5%企业订单
有所增加，其中集成电路和新
能源电池产业发展迅速，光伏
产业继续保持低位运行。

产业在转型
创新常态化

传统产业弯道超车“平稳
有序”，重点产业转型在加快。
新兴产业换道超车“蓄势有
力”，一季度总体运行平稳，其
中集成电路和新能源电池产业
发展迅速，光伏产业继续保持
低位运行，总体上继续延续了
新兴产业良好的培育发展态
势。

针对全市重点产业的调研
中发现，企业家就如何围绕自
身企业高质量发展，谈的最多
的就是“要创新”，市场在变，思
路不变，等待只有被淘汰。华友
新能源科技（衢州）、隆基乐叶等
多家公司表示，用创新在应对市
场变化、提升产品工艺水平、掌
握核心技术等方面求得企业更
大的竞争力和生存空间。

总体预期可控
发展压力犹存

今年1至2月，受工业主导

产品价格大幅回落、去年同期
基数较高等原因影响，全市规
上工业生产、效益等重点指标
较 2018 年同期出现大幅回
落。进入 3月开始，受益于政
策利好效应、市场转型机遇、
营商环境优化、企业自主创
新、主观投资意愿等因素叠加
作用，各项数据指标开始回暖
好转，全年经济将运行在可预
期的区间。但从国际、国内及
全省的形势看，中美贸易摩
擦、生态环保倒逼、金融等重
大风险尚存、转型升级阵痛等
诸多复杂因素作用，不确定性
仍然存在，保持高位增长不容
乐观。

下步，我市经济将以“稳”
字为基调，抓实抓细，夯实外
部发展基础。持续推动政策
落地落实，有效放大政策效
应；扎实开展“组团联企”服务
工作，提升精准服务水平；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踏
实做主业。以“增”字为目标，
助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启
动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和工业数字化转型两个三年
行动计划；量质并举加快推进
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增后
劲；持续抓实招商引资工作，
添增量。以“变”字为重心，顺
势而为，主动创新加快转型升
级。加快产业“聚合”，打造产
业链生态圈；加快产品“蜕
变”，注重市场细分及领域专
注；加快观念“逆变”，主动而
为创新倒逼。

首季度全市工业数据分析

经济回暖基本面良好
记者 邓亮 通讯员 谢剑利 胡周迪 毛通通

5月 7日下午，中天东方氟
硅材料有限公司检修工段的员
工们喜笑颜开，他们刚刚收到
了市总工会送来的“全国工人
先锋号”荣誉证书，正忙着将
奖牌挂到墙上。此前，该工段
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2019年度

“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是
今年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
集体。

中天氟硅检修工段组建于
2007年 3月，从一开始便被赋
予了确保装置安全稳定运行的
重大使命。尤其在刚刚过去的
2018年，对于中天东方氟硅来
说，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这一年，随着国内有机硅产业
市场回暖，中天东方氟硅生产
的有机硅产品供不应求，公司
年实现销售 15.3亿元，同比增
长 46%，创造了近年来的最好
佳绩。“我们生产越紧张，装置

的维保任务就越大，检修工作
强度也越高。”中天氟硅相关负
责人介绍。

抢修工作是化工检修的一
大特点，面对日常繁重的检修
任务，28人的检修团队显得势
单力薄。去年 10月底，检修工
段遇到了更棘手的问题——抢
修重点在流化床指形管消漏，
但因漏点处于外管内部，根本
无法从外部直接察看，更不能
直接进行抢修消漏。

如何才能迅速消除漏点，
避免造成装置全系统停车？
检修工段经过多番研讨，决定
把 300 多根内束管与外管吊
离，进行内部封口焊接。但这
一检修方式在国内同行中尚
属首例，毫无经验可借鉴。经
过连续 32个小时的作战，检修
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冒
雨拆卸封头，进行查漏、堵焊、

试压合格后，上下尝试吊装 10
余次，最终顺利将 300多根内
束管插入外管，完成了抢修工
作，保证了公司生产装置的正
常运行。

据悉，检修工段现有钳
工、焊工、起重等工种 28 人，
其中高级技师 1人、技师 7人、
高级工 11 人，大部分员工均
具有独立操作能力，是公司一
支检修技术出众、敢打硬仗的
团队。

除了临时抢修工作，装置
开车期间的设备检修维护才是
检修人员最主要的工作。“我们
拥有活塞式压缩机、螺杆式压
缩机、离心泵、磁力泵、搅拌釜、
振动筛等生产设备，装置占地
面积达 16万多平方米，数量非
常繁多。”检修工段设备工程师
吴天强介绍，由于生产过程中
会产生盐酸、硅粉等腐蚀及高

硬度介质，导致设备、管道、阀
门等腐蚀磨损严重，检修强度
随之增高。为保证装置高效运
行，检修工段便在装置开车期
间每天安排检修技师带队进行
夜间值班，以保证检修工段 24
小时有人待命，并做到设备检
修及时率 100%、检修合格率
100%。截至今年 4月底，该工
段已完成日常检修维护项目
1500多项。

“检修工段的员工技能过
硬、创新力强、战斗力强、凝聚
力强，不仅较好地完成各项检
修任务，而且在工段团队建设
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充分
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中天氟
硅总经理章立干表示，此次荣
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检
修工段将再接再厉，发挥先锋
作用，为企业安全稳定发展保
驾护航。

5月15日，记者从市应急管
理局获悉，我市对去年首轮安全
生产巡查的柯城区、龙游县、江
山市、常山县 4个县（市、区）人
民政府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
推动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到位，确
保巡查取得实效。

去年10月8日至11月6日，
市安委会巡查组对柯城区、龙游
县、江山市和常山县4个地方党
委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专题
巡查，巡查组重点巡查了 1区 1
市 2县的 10个县级安委会成员
单位、10个乡镇（街道、经济开
发区）、25家企业，组织了6场座
谈会。

巡查组共核查了 8个重大
隐患点，个别谈话70人，收到群
众来电举报1件，并查阅了2016
年以来的台账资料，发现安全生
产各类问题195个。

在巡查中发现，4个地方存
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安全
生产工作决策部署不够有力，安
全生产考核权重普遍偏低，安全
责任落实未到边到角；安全监管
体制十分薄弱，基层安全监管力
量严重不足，人员流动大；依法
治安水平普遍不高，执法装备、
人员不足，执法能力偏弱；重大
隐患超期未改，未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通报警示约谈制度，未扎实
推进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
动，消防三年翻身仗行动迟缓等
问题。

此次巡查“回头看”工作从
5月 15日开始，持续到 5月底，
巡查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整改
印证资料和现场抽查等方式，对
照问题清单进行实地核查。巡
查组主要从4个方面进行“回头
看”，看是否对照巡查反馈意见，
制定整改方案，细化整改内容、
整改措施，明确整改任单位和时
限；问题整改是否久拖未决、全
面到位；针对反馈的企业隐患整
改是否动真碰硬、彻底清仓；长
效机制是否建立健全，针对区域
性、普遍性问题是否加强研究，
举一反三落实措施、堵塞漏洞；
企业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人责
任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压紧压实。

“我们将依托巡查‘回头
看’，强化结果运用，进一步提高
巡查的影响力、督导力和指导
力。”市安委办副主任、市应急管
理局副局长胡耀龙说，“回头看”
结束后，巡查组将提交巡查报
告，对整改有力、效果明显的，予
以通报表扬；对敷衍应付、整改
不力的，要视情进行分类处置，
提出问责建议交市安委会决定。

杭拖实业、民泰中药、中源幕
墙装饰、众卡运力、大和热磁等企
业已陆续签约，打造独具常山魅
力的万洋众创城，常山县主要领
导挂帅，不断刷新“常山速度”。

以“大园区”为产业集群发
展理念，以“一核（产业集聚区）
两区（工业园区和辉埠新区）”为
工业发展平台，提升生产要素配
套和环保准入标准，打造全省绿
色、生态、标杆园区。“两区”优化
整合提速，推动区外企业入园，
完善区内生产、生活配套，培育
园区文化。目前，斯凯孚轴承生
产基地（一期）、大和热磁先导产
业园（一期）等产业类项目陆续
投产，利安隆产业园、哲丰新材
料产业园二期等重点项目紧锣
密鼓推进。其中，哲丰新材料产
业园二期22万吨纸质新材料项

目，计划年底完成两条生产线调
试，其中一条投入试生产。

转型升级重在提高工业增
长质量，“破山”行动聚力数字经
济培育，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坚持“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两手抓，推进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加快发展，大力推进轴
承等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首批
5家轴承企业数字化改造试点
已基本完成，启动轴承锻造领域
数字化改造技术研究，搭建常山
工业互联网平台，以点带面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3
年内实现轴承制造锻车磨全过
程和轴承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两
个“全覆盖”，推动轴承企业完成
数字化精细管理，助力企业迈出

“产业数字化”的第一步，推进全
县轴承制造水平再上新台阶。

我市开启首轮安全生产巡查
“回头看”工作

记者 邓亮 通讯员 罗进暖

中天检修工段
喜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通讯员 姜闪闪 张小平

常山“破山”行动
擂响大抓工业战鼓
记者 王继红 通讯员 徐小飞

哲丰新材料四条纸机投产；总投资15亿元的大和热磁产业园、

轴承制造全球龙头企业瑞典斯凯孚常山基地先后开工投产；支持企

业“攀高亲、结洋亲”，双明轴承实施股改，五洲新春收购捷姆轴承；陪

同“万洋”工作人员办理土地许可证、完成项目备案赋码和环保备案

工作，即将开工建设……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获悉，今年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山”行

动在常山展开。

涉工部门一盘棋，围绕“提出一批意见建议、完善一批扶持政策、

解决一批突出问题、引进一批产业项目”成立五个小组，抽调精兵强

将，人员下沉园区集中办公，全力助推企业破解“市场的冰山”、“融资

的高山”和“转型的火山”。

解决81个涉企问题

工业转型升级关键期，面临
招商引资模式较传统、现有园区
吸引力较欠缺、经济形态较复
杂、服务能力还需提升等短板。
常山县明确，今年重点工作第一
项就是擂响大抓工业战鼓，通过
优化园区，提升平台“主战场”；
聚力龙头企业发展、数字经济培
育、存量资源盘活等，筑强产业
主引擎；打好招商“主动仗”、当
好服务“主力军”。

“破山”行动作为大抓工业
当头炮，常山县建立“1+1+N”服
务企业工作体系，即一个联席会
议、一个要素保障组、“N”个服务
小专班，通过整合力量、集中精
力，直奔企业、直面问题、着力解
决，从今年1月底至目前，帮扶干
部 150余人次进企业收集问题
117个，已解决问题 81个，36个
问题明确后续跟进落实措施。

3月27日，常山县商用冷柜
行业协会成立，“协会和党支部
同时成立，在县里还是首家。”会
长江明其介绍，在党建统领下，
可以解决行业自律问题，另一方
面，通过“党建＋协会＋产业”的
模式，加快形成抱团发展，有效

节约原料成本，打破市场和研发
壁垒。

助力企业越过“转型的火
山”，常山县强化精准施策，借助

“最多跑一次”改革，梳理涉企办
事事项，编制《流程指南》，完善
出台工业新政“二十八条”，优化
提升政策兑现；力推企业通过兼
并重组、智能化发展等实现产业
升级。围绕融化“市场的冰山”，

“破山”行动以发展“高精尖”产
品为导向，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
和高端技术平台，与浙江工业大
学、杭州轴承试验研究中心等科
研院所开展战略合作，深化与衢
州学院“智汇常山”战略合作，鑫
龙轴承、雄狮工贸、隆盛线业等
一批企业陆续与衢州学院开展
项目合作，揭牌成立东南数字经
济研究院常山分院，推进轴承行
业共性技术联合研发。加速航
空轴承研究院、工匠学院等平台
建设。谋划“院士常山行”等载
体，为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创造
平台。目前，该县已建有院士工
作站 10家、博士工作站 9家，累
计柔性引进海内外各类高层次
人才36名。

推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今年一季度，全市工业经济呈现“低位回升、趋稳转好”的运行特征，“低位运行”主要受周期性、结构性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宏观影

响，“回升转好”受益于政策效应、市场风口、创新转型等利好叠加，首季工业经济经波动后趋于稳定转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