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 域10 2018年5月23日 星期三

高铁产业实现零的突破，再造一个
农夫山泉，一湖清水焕发生机……日
前，湖北十堰市一季度重点项目拉练
会，一个个亮点项目脱颖而出。一季
度，全市开工重大项目 127 个，总投资
567 亿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 2.4 倍、
4.5倍。

从几年前经济增长位于湖北省市州
中 游 ， 到 2016 年 、 2017 年 连 续 两 年
GDP增速全省第一。十堰在加快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中，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湖北省政协
副主席、十堰市委书记张维国说：“地处
欠发达地区，慢进就是倒退。推动高质
量发展，必须拿出‘人一之我十之、人
十之我百之’的苦干精神，比拼赶超、
抢前争先。”

“拉”出经济增长点

“没有拿得出手的项目”“心里底气
不足”“感觉差距很大”……提起 2017
年首季度项目拉练，十堰市张湾区委书
记刘宇飞至今记忆犹新。

张湾区是东风汽车公司的发源地。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除了东风公司布
局的汽车类项目，竟然找不出几个其他
拿得出手的工业项目。

张湾区的发展境遇，正是十堰工业
经济的缩影。汽车产业一枝独秀成就了
十堰“卡车之都”的辉煌，也让十堰人
尝到了“跛脚走路”的痛处。产业结构
单一、三次产业不平衡、汽车相关配套
低端重复……汽车产业只要一打“喷
嚏”，十堰工业经济就“感冒”。实现从
汽车产业一主独大到多种产业可持续发
展，是十堰面临的重大挑战，更是重大
机遇。

加快转型迫在眉睫。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对于十堰来说，重中之重在
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补齐二、三
产业发展不够的短板，提升经济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产业结构调整如何速度效
益兼得？“这个抓手就是项目！项目建设
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只有牵牢

‘牛鼻子’才能激发强大的动能和活
力。”张维国说，“经济发展就要用项目

来说话，检验各县市区经济工作，不是
看你汇报了什么，要看你实实在在干了
什么。发展得好不好，就到项目建设一
线比一比、看一看！”

去年初，十堰启动“月分析、季拉
练、年巡检”的项目建设工作机制和

“抢”项目、“盯”项目、“备”项目、
“推”项目、“比”项目、“帮”项目的工
作要求，以超常规的举措激发各地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招商引
资，全民皆兵。领导干部走出去了、只
要具备招商引资资源的干部都走出去了
……

从一季度看点不多、腰板不硬，到
二季度、三季度的亮点纷呈、腰杆挺
拔，再到年底争相展示、成果丰硕。项
目拉练所激发的强大活力，逐渐让十堰
成为一片投资热土。

国药集团来了、万达集团来了、中
国国旅来了、华彬集团来了、山东高速
来了、恒大集团来了、东风雷诺来了
……大企业带来了大项目。投资超百亿
元打造世界级健康旅游产业基地落户武
当山；投资超 200 亿元的环丹江口库区
全域旅游开发项目正式启动；年产值可
达 300 亿元的全产业链招商引资项目新
能源汽车产业园已见成效；以农产品深
加工为主的千亿元农业产业板块正加速
形成。

如今，十堰以汽车产业为主导，形
成以生态文化旅游、能源、现代服务
业、绿色有机农产品加工业为支撑，以
智能装备制造、生物产业、节能环保、

新材料产业为重点的“一主四大四新”
产业发展格局应运而生。

从制造到“智”造

一块小小的电池，蘸水两秒，能持
续照明 72 小时。5 月 2 日，记者在颐发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看到一款新型的铝
空气燃料电池。据介绍，这是一种新型
储能电池，质量轻、寿命长、无污染，
未来甚至可能取代锂电池。

颐发公司去年 1 月份落户十堰经济
开发区，现已具备年产各类电池 5 万套
的产能，取得专利7项，5年内产值有望
突破300亿元。

十堰已建成或在建的项目还有不
少：勇创智能泊车有限公司生产的 7 层
升降横移类停车设备、盖房子像搭积木
的华林杭萧绿色装配式建筑项目、沈阳
机床智能智造工厂等。

两米多高的 6 层“旋转楼梯”上，
一瓶瓶饮料整齐排列。从“6 楼”旋转
到“1 楼”，一瓶饮料就完成封盖、打
码、贴标等工艺。5月3日，记者在农夫
山泉丹江口饮料有限公司感受到了智能
化工厂的魅力。

该项目投产不到一个月，是农夫山
泉在丹江口市第三家工厂，可生产包括
饮料在内的农夫山泉全部系列产品，生
产能力和税收是前两家工厂的总和，相
当于“再造”一个农夫山泉。工厂从 1
家到 3 家，产品从矿泉水到全系列，丹
江口已成为农夫山泉最大的生产基地之

一。十堰市利用水资源及产业优势，做
大做强水产业，目前已有农夫山泉、润
京、武当泉等 8 家水资源深加工企业，
年产值近40亿元。

引进一家企业，带动一批项目，兴
起一个产业，把产业链拉长加粗。郧西
县以引进猛狮高端动力锂电池项目为契
机，抢抓十堰成为国内第一个储能地级
市试点机遇，积极与中关村储能产业技
术联盟对接，奋力打造中国储能谷，推
进40兆瓦光伏储能电站等项目，实现削
峰填谷、智能输配电，每年为企业减少
电费支出3000万元以上。

张湾区建设高端装备工业园，引入
湖北东恒科技、派特机电等 6 家高科技
企业，产品包括智能机床、焊接机器
人、自动输送线等高、精、尖智能装备。

数据显示，十堰每年工业经济约
35%的产值来自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使
用。“去年，全市‘四新’产业实现产值
353亿元，增幅29%。”十堰市市长陈新
武说。

立足特色谋转型

400 多米长的生产车间气势磅礴，
热轧槽道摆放得整整齐齐。走进郧阳区
中昊轨道交通材料项目，让人眼前一
亮。这是十堰首个高铁产业项目，从签
约到投产仅用 82天，目前已建成 4条生
产线，产品可用于高铁、地铁及综合管
廊，年产值20亿元。

项目二期规划生产道床吸音板、高
铁异型用钢，年产值50亿元；三期建设
高铁新材料产业园，年产值达 300 亿
元。“远期规划绿水青山轨道交通产业
城，带动千亿元高铁产业。”郧阳区委书
记孙道军介绍。

高铁产业缘何相中山城十堰？公司
负责人说，是青山绿水好空气，以及
IPO绿色通道政策的吸引力。

十堰是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
水源保护，意味着限制性开发。近年
来，该市不仅耗资 100 多亿元关停并转
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300 多家，同时，拒
绝有环保风险大项目 100 多个。堵住了
高耗能高污染的口子，更打开了立足特
色谋转型的大门。

不用饵食能钓鱼？在竹山县圣水
湖，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冠军杜建平
向与会者讲解了他的绝活：鱼钩上方
挂着一条高分子材料的仿真小鱼，抛
下假饵进湖，就能够钓起 1 米多长的
翘嘴鲌。这就是被称之为水上高尔夫
的路亚。

“环境清幽、水温适中，是皮划艇训
练的绝佳之地。”湖北皮划艇运动员卢骁
凤、詹昆鹏介绍，湖北皮划艇队已在圣
水湖训练了两个月，并计划将之作为训
练基地“安家”。

守着一湖清水，不能养殖、不能发
展工业。圣水湖的生态资源如何发挥效
益？竹山县以慢湖水上游、慢行自驾
游、慢享休闲游等为主打产品，在上庸
镇建设水上运动特色小镇，将引入水上
降落伞、龙舟、漂浮泳池等水上娱乐项
目，做足休闲旅游大文章，建成“湖北
的洱海”。

立足特色谋发展，武当山太和紫隐
道文化体验项目位于武当山南岩景区，
以“养生”“度假”为主题，是艺术与文
化相结合的特色民宿。项目总投资3000
万元，内有文化讲堂、茶艺书吧等，去
年 10 月份建成，11 月份被评为全省首
批金宿级民宿。

湖北十堰加快产业融合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马献伦

因新机场建设而被称为“新国门”
的北京大兴区，正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试点改革为契机，通过疏解整
治、拆除腾退，新增大量产业用地，助
推产业升级，从根本上解决了城乡接合
部地区的“顽疾”。

大兴区位于北京正南，距天安门 13
公里，距天津新港 140 公里、雄安新区
55 公里，南部与河北固安经济开发区
相邻。坐拥新机场，紧邻副中心，南邻
雄安新区，辐射京津冀，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格局和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
大兴的区位独具优势。

在日前举行的2018大兴区产业空间
发展推介会上，大兴区试点办副主任张
华义表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
点改革 3 年来，全区已拆除腾退土地超
过 9 万亩，储备 14 个地块约 5000 亩产
业用地，并达到入市条件。同时，按照

“国集同步、租售并举、职住均衡”的部

署，今年还将推进 6 个地块约 400 亩集
体租赁住房项目。

“随着新机场开发建设、集体经济用
地入市，改革的力量在逐步释放。”大兴
区副区长杨蓓蓓表示，搭乘新机场起飞
的历史机遇，这片重新盘活的产业用地
上，将以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为导
向，致力打造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
业，通过疏解整治的减法，实现腾笼换
鸟、功能提升的加法，实现资源更优配
置，提升区域品质。

目前，大兴区围绕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支撑的区级、镇级以及地块
控制性规划已形成体系，入市地块总量、
布局和实施时序已经全面确定，特别是在
结合落实新版城市总规过程中，围绕“产
城共建、职住均衡”等需求，合理调整规
划用途，优化项目用地结构，既能实现产
业支撑，又能保障城市功能。

以位于北京南中轴延长线上的魏善

庄镇为例，全镇着力打造临空高端服务
承载区、国门商务区和南中轴文化带。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土地指标
共 100 公顷，围绕南中轴按北、中、南
均衡布局，形成北、中、南3个组团。3
组团近期可上市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约
55.35公顷。

“目前镇里与使用土地的产权人签约
率已经达到 99%，拆除率达到 90%。”
大兴区魏善庄镇副镇长王超告诉记者，
魏善庄此次入市的地块都是绿隔产业用
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愿将土地

“一次委托、集中授权”给镇级土地联合
社，由镇级联营公司作为供地主体，与
市场对接，保证农民的利益。“以前，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的企业往往体
量小、生产技术落后、能源消耗大、污
染较大，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集中腾
退后，这些地块统筹规划，一部分通过
减量规划实现地块上市；其余用于留白

增绿，提升整体生态环境。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批量投

放，同样给金融机构“松了绑”。浙江银
行北京分行公司金融部负责人张江表
示，“原来集体地上是比较散乱的经营业
态，银行很难对小作坊、小加工厂提供
资金支持。按照现在集体地的构想，资
金就可以跟进，为区域经济注入活力”。

据了解，作为北京市唯一的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试点区，大兴区
已出台40多个政策文件，以“统筹、集
约”为特征的“大兴模式”，被国土部评
为“特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入市典
范，实现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
让、租赁、入股与国有地“同等入市、
同权同价”。目前，大兴区拥有集体建设
用地的所有镇都实现了全覆盖，参与改
革的经济组织达到 232 个、受益成员 22
万，占比分别为 56%、61%，群众真正
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北京大兴5000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即——

盘活产业用地 提升区域品质
本报记者 杨学聪

辽宁省充分发挥工业底
子厚，人才足的优势，积极
推进以智能化、高端化、成
套化为发展方向的高端装备
制造业。目前，辽宁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900 余
家，初步建成 28 个智能制
造及智能服务试点、示范项
目，18 个项目列入国家智
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
应用项目计划。

位于盘锦的中蓝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化升级
改造，生产手机摄像头从每
月 50 万颗提升到每月 500
万颗。该公司制造总监王胜
说：“公司生产的镜片精度
达到微米，也就是头发丝的
十分之一，以前半自动化一
条线生产产品需要 25 位工
作人员，通过自动化导入
后，一条线生产一批产品只
需 4 个人，作业效率提升
了，合格率达到了 98%以
上。”据介绍，中蓝电子自
动 化 生 产 线 已 扩 大 到 16
条，月生产能力达到350万
颗摄像头。今年中蓝电子将
再研发 5 条高度智能生产
线，将与华为、三星等手机
品牌开展合作。

通过实施智能化改造升
级，辽宁很多企业在产品设
计周期、劳动生产率、产品
质量等方面有大幅提升。比
如，大连冰山集团核心零部
件实现柔性制造，让 48 个
工位同型号的部件生产实现
24 小时无人值守；智能物
流管理体系让沈飞民机一年
可节省1500万元。

在 2017 年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沈阳机床的首个
“5D 智造谷”项目揭幕;在国内最大的机器人基地沈阳
新松机器人公司厂房内，“用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在数
字化无人工厂中成为现实。智能化改造不仅是企业的自
身需求，也是引领行业发展的市场需求。今年辽宁省统
筹国家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又确定
了重点推进的100项智能制造和服务的示范项目，总投
资280亿元，目前在建项目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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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十堰市以项目为抓

手，在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中，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加快一二三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2016 年 、

2017年连续两年GDP增速位

居湖北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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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室大棚种植水果黄瓜，一季菜农纯利润能赚
10 万元。要靠瓜菜致富，就得走名优稀特这个路子。”
在首届山东聊城 （莘县） 瓜菜菌博览会展区，莘县妹冢
镇五里屯果蔬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栗宏贵指着一盘水果黄
瓜告诉记者。

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加快培育农业农村
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一环。栗宏贵种植的“圣女果”，一
盒 500 克能卖 20 多元，这是莘县蚨润源果蔬合作社上
市的新品种之一。该合作社流转 3000 亩土地，引进
国内外 100 多种优良新品种试种，从中挑选出适合本
地的新品种加以推广。“目前，合作社与 120位农民合
作，农民学到新品种的管理技术，可以自己再种植，
带动新品种的推广。”该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刘庆会介
绍说。围绕发展特色种养基地和订单合同，莘县采取
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等多种方式，创办各类专业合作
社 2302家。

“市场需要啥，地里就种啥；啥时候收获能赚钱，
咱就奔着那个时间种。”要想打造高端瓜菜产品，离不
开科技支撑。作为当地第一个改建高科技集约式蔬菜温
室大棚的“老把式”，菜农郭继军尝到了科技新动能的
甜头。他拆除了两个旧拱棚，投资 30 多万元建了一个
占地 10 亩的新拱棚，种了一季黄瓜、一季豆角，当年
就收回了三成多的成本。“空间大，温度好调节，一年
四季都能生产，病虫害少，每亩产量增加三分之一。”
为打造高端瓜菜产品，莘县先后与清华大学、中国农科
院等 20 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引
进转化农业科技成果 60多项。拥有国家西甜瓜、光伏
食用菌产业创新联盟单位、省级食用菌产业战略联盟单
位3家，国家大豆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加工研究室科研基
地1处，国家“星创天地”2家。

在莘县农产品质量监管平台，工作人员全天候盯着
24 块彩色大屏，监控着全县的蔬菜种植基地、农资商
店、基地检测室等。对于监控平台监控不到的散户，莘
县农产品执法大队的多功能移动检测车就在田间地头穿
行巡逻，随机停车、进棚、采样、检测。目前，莘县共
有 90 个生产基地、5个农产品交易市场以及 26个农资
经销点与监管平台相连，形成了批批有检测、次次有记
录的农产品质量检测网络，销往全国各地的瓜菜都有

“身份证”。去年抽检蔬菜样品6000多个，合格率均为
100%。

绿色、安全的农产品让莘县蔬菜的品牌越叫越响，
全县瓜菜菌常年播种面积 100 万亩，年产量达 500 万
吨，被评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在全力打造高效、生态、循环、智慧现代农业品
牌的同时，挖掘香瓜、西瓜、蔬菜等品牌产品的文化底
蕴，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激活现代农业新动能，实现了农业与文化、科技、生
态、旅游融合发展。”莘县县委书记张国洲说。

科技浇灌“莘县蔬菜”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刘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