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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全方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从营商环境到交通基础设
施，再到产业项目，广西梧州
全方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梧州市全面推进综合交通
项目建设，打通交通大动脉，
构建东融大通道，为实施东融
战略提供有力的交通运输保
障。同时，创新招才引智制度
和方法，更好发挥广西东融枢
纽门户作用，助推广西与粤港
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在产业方面，粤桂合作特
别试验区按照“强龙头、补链
条、聚集群”要求，加速产业
集聚，建设产业集群。
梧州市长洲船闸。

本报记者 童

滔滔西江水，滚滚东融潮。广西梧州
回执即可开工建设。
装箱吞吐量的 66.58%，继续保持广西内河
市是西江黄金水道上的龙头城市，广西地
梧州市通过“网上办”
“码上办”等措
港口集装箱第一大港地位。
表 水 的 80% 从 这 里 汇 集 流 向 粤 港 澳 大
施打通“跨省通办”技术层面的“肠梗
近年来，梧州市全面推进“水陆空”
湾区。
阻”，在“一窗通办”专区开设“跨省通
等交通项目建设，打通交通大动脉，构建
站在 90 多米高的广西西江船闸运营调
办”专窗，在政务服务 24 小时自助服务区
东融大通道，为全市实施东融战略提供有
度中心俯瞰，气势宏伟的长洲水利枢纽工
新投用多台智能审批一体机，助力实现
力的交通运输保障。
“今年以来，梧州市交
程尽收眼底，一艘艘 3000 吨以上运装砂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
通运输部门开展基础设施补短板‘交通
石、水泥的大船列队通过船闸，驶往粤港
在万秀区城东镇党群企服务中心，记
网’建设三年大会战，列入自治区层面
澳大湾区。去年长洲船闸过货量增长
者看到这里专设了金融、企业服务窗口， ‘交通网’推进项目 30 项，总投资 677 亿
34.2%，突破 1 亿吨大关达到 1.3 亿吨。今
由银行派人驻点服务，重点帮助企业解决
元。
”梧州市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科科长盛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3 月、4 月
辛辛说。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 7 月至今，已为
下跌了近 40%。经过半年的努力，现在与
企业融资 5700 万元。
便捷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形成了一
去年同期持平。
“党群企服务中心，加了个‘企’字，
条条通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动脉，促使梧
从营商环境到交通基础设施，再到产
这是借鉴广东的做法。城东镇是工业重
州市主动参与产业分工，与珠江—西江经
业项目，梧州全方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 15 家，粤桂合作
济带沿线主要城市合作无缝对接。
从一个项目到一个领域，再到一座城，梧
特别试验区和梧州高新区都坐落在镇内，
如今，梧州到广州乘坐动车仅需一个
州不断深化拓展东融合作层次，全力打造
多小时。除了交通无缝对接外，人才的融
全镇一半的力量都用在服务企业上。
”城东
广西东融枢纽门户城市，推动经济社会高
合也成为梧州东融的重头戏。
镇镇长陈宏燕说。
质量发展。
城东镇位于梧州市区东北部，东临广
“ 东才西用 。”梧州市委 组织部人才
东省封开县，是梧州市的东大门和东融桥
二科科长刘德林说，只有主动融入新时
头堡。为了扩展为企业服务的新平台，城
代发展潮流，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落后
对标大湾区营商环境
东镇打造了“11124 工作法”。即通过一家
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创新招才引
在位于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的广西碧
企业建立一个信息库、一个企业交流群、
智制度和方法，才能更好发挥广西东融
枢纽门户作用，助推广西与粤港澳大湾
清源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记者刚下车就闻
一个联席机制，24 小时为团队企业不间断
区融合发展。
到阵阵花香。公司办公楼顶上和四周都种
服务。
满了花草，虽是初冬，但是各种鲜花仍竞
为了让人才自由流动，梧州市积极与
相盛开。
广东省肇庆、云浮两市开展政务服务事项
打通东融大动脉
“2013 年，我们投资 2 亿元在这里建
对接，打破地域、层级限制，先后与两地
厂 ， 公 司 4 年 的 产 值 从 500 万 元 上 升 到
作为珠江干流的西江，素有“黄金水
签订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协议，推
5000 万元。而在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政策
道”之称。长洲船闸共有四线双向单级船
动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护士医师执业证书
核发、出生登记、就业失业登记、养老保
支持下，公司产值从 5000 万元到 2.5 亿元
闸，单向通过能力 1.36 亿吨，是世界内河
只花了一年半时间。
”公司总经理秦玉兰告
单向通航能力最大的船闸群。去年，共有
险关系转移接续、公积金提取等近 40 项
诉记者，2015 年，公司总部落户粤桂合作
政务服务事项异地可办。
15 万多艘船舶过闸。随着航道整治工程的
特别试验区。
完成，到明年西江能常年通行 3000 吨级
通过举办西江经济发展论坛等方式，
为解决企业用地问题，梧州市深化工
梧州市与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在社会治
船舶。
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出台 《粤桂合作
航运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激活了梧州
安、城市治理、环境保护、医疗服务等方
特别试验区工业用地“先租后让、租让结
面开展务实合作，其中与肇庆、云浮、茂
水运。今年 1 月至 8 月，梧州市完成水路
合”“弹性年限出让”实施细则》，对工业
货物周转量同比增长 10%，增速全区第
名合作推动医疗惠民项目，实现 35 项医疗
用地实行差别化配置，累计向 19 个产业项
检验结果互认。
三；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2411 万吨，全区
目租赁土地约 2000 亩。与广东肇庆市产业
排名第二，同比增长 37.73%，增速全区第
梧州市积极利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溢
投资项目“双容双承诺”直接落地政策接
出效应，2018 年以来共引进高层次人才超
三；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45.35 万标准箱，
轨，企业与试验区签订双向承诺书后凭借
同比增长 1.03%，集装箱吞吐量占全区集
300 人，引进和培育大数据应用、机器人

打造自主品牌

政摄

等 16 个创新创业项目和团队，并与 10 多
个智库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落地各类人才
项目 20 多个。

搭建东融合作平台
从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南山公园最
高点望去，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办公大
楼的造型就像一双强壮的大手紧紧地握
在一起。
办公楼旁的一条小河上有座桥叫大园
桥。两省区以河为界，对面就是广东省肇
庆市。“2014 年 10 月 20 日，粤桂就在大
园桥启动了试验区的全面开发建设，这紧
握着的双手象征着广西广东两省区的合
作。”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管委会主任郑
兆武说。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是国家区域发展
战略珠江—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按照“强龙
头、补链条、聚集群”要求，加速产业集
聚，累计注册企业 472 家，其中 85%来自
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新
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高端装备产业、食
品医药产业四大产业集群。
藤县中和陶瓷产业园是梧州东融的
一 张 名 片 。“ 为 了 全 力 东 融 ， 占 地 1000
多亩的物流园已经破土动工，预计 2023
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广西最大的陶瓷
产业物流园区，弥补梧州物流短板，运
用物流大数据促进广西陶瓷产业的发
展，为广西陶瓷产业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奠定了基础。”园区副主任韦长成说。目
前，园区成功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东佛
山引进了蒙娜丽莎、欧神诺、海鸥住工 3
家上市陶瓷企业和瓷砖一线品牌陶瓷企
业简一大理石，4 家企业总投资超过 50
亿元。
据统计，去年梧州市新引进粤港澳大
湾区项目 209 个，占项目总数 55%，到位
资金 169.35 亿元，占新签约项目到位资金
54%。

推动产业智能化

阳江刀剪企业突破发展瓶颈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冯光发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阳江市五金刀剪
龙头企业——金辉刀剪有限公司成功竞得
“王麻子”商标所有权。另一中华老字号品
牌杭州“张小泉”刀剪于去年在阳江投资
4 亿元，建设刀剪智能制造中心。两大
“老字号”的双双落户，阳江五金刀剪产业
集聚效应越来越显著。
金辉刀剪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敏表示，
收购“王麻子”是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战
略布局。此前，金辉为国外刀剪品牌代
工，拥有较强的制造优势，近几年公司加
强自主品牌建设，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阳江市有着完备的五金刀剪产业链，
从上游钢铁生产、刀具设计研发，中游刀
剪机械制造、零配件制造、刀剪生产，到
下游包装、电子商务、物流配送，在当地

都能找到相关的市场主体。阳江五金刀剪
企业一方面拓展国际市场订单，另一方面
挖掘国内市场新需求，探索打造自主品
牌，进军智能装备新领域，“中国刀剪之
都”的名片更加亮丽。
阳江市五金刀剪行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鸿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世添告诉
记者，今年初，阳江市委、市政府制定出
台一系列暖企惠企措施，为企业降成本、
保生产、抢订单、拓市场提供上门服务，
保障了阳江刀剪产业的稳定运转。
鸿丰实业主营小刀生产和出口，今年
产品销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明显下滑，
但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线，推出新产品适应
市场新需求，新增订单弥补了原先减少的
份额，整体营收与去年同期相比稳中有增。
阳江刀剪企业突破传统贸易模式，借
力电商平台和直播，探索打造自主品牌
之路。
做了 23 年外贸大订单业务，泓佳实业

让大运河千年文脉重焕活力

拓展东融合作，打造枢纽门户城市——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勇军去年开始考虑打造
企业的自主品牌。面向国内市场，他们设
计了一套富有现代气息的厨具，以满足国
内年轻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面向
国际市场，分别以红楼梦十二金钗和十二
生肖为主题，设计了两套喷漆套刀，向外
国人讲述中国的文化和故事。同时，公司
组建专业的电商团队，搭建直接面向终端
消费者的店铺。第一批产品全部在线上销
售，借助电商平台的数据和消费者反馈意
见，不断完善产品品质。
同处于阳东区的必红公司，也是一家
工贸一体刀剪企业。从 2017 年开始，该公
司设计了自主品牌的刀剪产品，经过这些
年开拓市场，目前在国内市场已占据一定
份额。公司总经理陈二满透露，部分出口
转内销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很受欢迎，这对
于主打外贸的刀剪企业是个机遇。
如何以全自动、智能化的机械代替人
工，是阳江刀剪行业必须突破的瓶颈。

鸿丰实业与阳江一家机械制造企业合
作，投资研发打磨机器人，探索五金刀剪
生产过程中抛磨这一关键工序的革命。他
们研发出的数控砂带磨床采用数控技术，
实现了刀剪背面轮廓、弯度曲线自动高精
度打磨，大幅提高了打磨效率，且占地面
积小、节省人力、无粉尘污水。
从 2013 年起步研发，数控砂带磨床已
经更新到第九代，成为技术成熟的智能工
业机器人。除了阳江本地市场，该产品还
销往重庆大足、福建柘荣、山东临沂等刀
剪产业聚集区，甚至出口越南、印度等国
家和地区。目前，数控砂带磨床累计销量
已达 400 多台，为鸿丰实业新增 5000 万元
产值。
“一台数控砂带磨床可以替代 3 台手
工 打 砂 机 ， 功 效 比 手 工 快 2 倍 至 4 倍 。”
陈世添表示，他们正在研究更高难度的刀
身打磨产品，以实现刀剪产品的机械化
打磨。

蜿蜒 3200 公里、流淌 2500
多年，古老的大运河是活化的历
史文化遗产，也是一部书写在华
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
继去年 2 月 《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印发之
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生态环
境部、文旅部等部门近期共同编
制了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河
道水系治理管护》《生态环境保
护 修 复》《文 化 和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4 个专项规划，并指导沿线
8 省市编制了 8 个地方专项规
划，此举标志着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四梁八柱”的规划体
系已形成。
纵观上述专项规划不难发
现，强调以文化为引领推动沿线
区域协调发展，是贯穿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全过程的一条基
本脉络——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
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调动
大运河沿线城市的资源和力量，
通过构建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的
共同体，形成推动区域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的强大合力。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是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
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首要前提。以
大运河文化带主轴为重点，着力
推进生态功能系统恢复、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努力把大运河
打造成山清水秀绿色宜居的美丽
运河，是大运河沿线城市共同面
对的职责和使命。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是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的内在要求。大运河文
化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
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区性优
秀传统文化元素。据统计，大
运河沿线水工遗产、运河故
道、古城古镇等有 1200 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 400 余项，这些都是大运河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是
大运河文化的独特标识，也是中华优秀文化发展的深厚
根基。
目前，大运河沿线 8 省市文化产业位居全国前列，日益成
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以融合发展为导向进一步促进
大运河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叠加、优势互补，有利于提升大运
河旅游独特内涵。同时，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建设大运河文化
带、旅游带，将进一步强化资源整合和共建共享，有利于促进
沿线区域创新协同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在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同时，
沿线区域还叠加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诸多国家战
略，随着不断深入实施推进，它们将把大运河沿线城市有机串
连起来，形成推动沿线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合力，在共建共
享中实现区域创新融合、协调发展，真正让千年文脉“流动”
起来，让古老的大运河重焕青春活力。

山东淄博：

为校企合作“穿针引线”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 娟
“这条毛巾上的彩条应用了生态感应纱，当细菌超标时，
感应条就会由蓝变红，用皂液清洗干净就会恢复原色。”山东
淄博周村区的飞狮巾被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中华对公司的新产品
津津乐道。
谁能想到，这家以出口代加工为主的企业几年前还在生死
线上挣扎。“多亏了区科技局的牵线搭桥，引荐了江南大学纺
织学院，帮我们攻克技术壁垒，让传统的毛巾嫁接上新技术新
工艺。”董中华告诉记者，如今企业的功能型产品已占全部产
品的七成以上，去年销售收入达到 1.3 亿元，毛巾生产由普通
实用型向功能保健型转变。
一次成功的牵手，不仅救活一家企业，还激活了一个产
业。去年以来，周村区科技局精准对接，促成 30 项校城融合
项目牵手，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医养健康等优势产业，
培育了 4 家市级创新创业共同体，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等多所
高校院所建立了 6 家产业研究院。
周村区科技局副局长孙淑萍表示，校企“联姻”是一
个长期的合作过程，为规范校城融合项目管理，周村区去
年专门推出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由科技局负责科技项目申
报、评审、立项、实施、验收和监督程序，明确双方的权
利、义务，制定项目进展进度计划书，定期召开项目进展
调度会。今年正式上线了周村区科技项目管理系统，让数
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校企融合项目管理更高效、更
透明。
“项目监管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和高校的合作
更顺畅、更高效。”山东福王家具有限公司红木博物馆馆长王
峰非常认可周村实行的校企融合项目管理办法。今年 1 月，经
区科技局“穿针引线”，他们和山东轻工职业学院签署了家居
设计研究院项目任务书，目前已经设计出了 30 余个产品。王
峰认为，校企融合项目引入第三方考评和量化，合作双方各自
的任务节点以任务书的形式给予明确，工作路径非常清晰，如
果达不到效果的话也有相应的制约和惩罚，为合作双方减少了
很多困扰。目前，他们正与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寻求更长久、更
深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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