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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重庆 11 月 16
日电（记者李勇、李松）在
重庆江津区，一家专注宠
物洁齿骨研发、销售的企
业，创造出“ 1 平方米厂
房、1 万元收入”的产值
“密度”，在细分市场中成
长为领军企业；一家生产
芝麻杆等传统零食的企
业，靠着工艺改良，年销售
额 1 亿多元，老字号焕发
了新活力……
　　聚焦消费者衣食住行
基本需求，江津在“一桶
油、一张纸、一瓶酒、一篮
菜、一包调味品”中细致挖
掘商机，培育出 300 亿元
消费品工业集群，既惠及
民生，也稳定就业。这其中
蕴含着怎样的产业发展
“密码”，记者深入江津一
探究竟。

  深挖资源禀赋：

厂前农产地 、厂内加
工区

　　作为重庆传统工业大
区，江津装备制造、新材料
等产业规模在重庆区县中
位居前列。有“高大上”的
产业发展在前，江津为何
还要花大力气去抓看似不
起眼的消费品工业？
　　“在消费品工业领域
发力深耕，是区里思考上
游资源禀赋、下游市场潜
力后，审慎决策的结果。”
江津区委书记程志毅介
绍，消费品工业与百姓日
常“油盐酱醋茶”紧密相
关，伴随消费升级，孕育着
巨大市场空间。光是川渝
两地，就是上亿人口的市
场消费规模。
　　此外，江津农业产值
重庆第一，花椒、柑橘等农
产品大量出产，抓住“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的资源
优势，也是江津做强消费
品工业的底气所在。
　　以青花椒为例，一条
完整的种植、加工产业链
条已在江津形成：产地面
积 55万亩、椒农 60万人、
近 20家规模加工企业。
　　“厂前便是农产地，
厂内就有加工区。”江津

骄王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聂果说，作为花椒加工企
业，我们一年花椒采购量 6000 多吨，开发出花椒油
等 20 多种产品，让绿色农产品“变身”成了优质消
费品。
　　“除了消化大量农产品，我们连水稻、玉米秸秆
等农业废弃物也没有丢下，一家包装造纸企业正在
建设 60 万吨植物纤维原料利用基地，这又将是一个
产业增长点。”江津区经济信息委副主任谢治刚
笑言。
　　得益于精细的产业谋划，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
背景下，江津消费品工业却逆势成长，2018 年以来产
值年均增速 15% 以上，预计 2020 年产业规模将超过
300亿元。

  用好开放平台：在“一条江 、一网路”中增

强产业动能

　　在江津长江兰家沱深水港区，一艘艘粮油运输
船装卸作业繁忙有序。每年 30 多万吨油脂、上百万
吨大豆、近 50 万吨大米和小麦，通过水运，由此转
入粮油生产商益海嘉里在中国西南最大的加工
基地。
　　“以一条长江水道为运输主通道，辅以完善的铁
路、公路路网，物流便捷、成本低，是企业落户江津，并
不断追加投资的重要原因。”益海嘉里（重庆）粮油公司
副总经理王振荣说。
　　消费品工业具有原料“大进”、产品“大出”的特点，
除了用足本地资源，江津更抓住区位优势，从开放全局
中谋划消费品工业集群的发展。
　　前不久，从广西钦州驶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
运载 50 个标箱、1000 多吨货物，驶入江津综合保税
区。这趟列车货物主要是江津区内外造纸企业所需的
原材料。
　　“近年来，通过建成江津综合保税区、开通西部陆
海新通道江津班列、融入中欧班列路网等举措，地处西
部的江津深度融入国家开放大平台，不断为产业发展
赋能。”江津区区长毛平说。
　　“这其中，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正在完善冷
链运输、仓储配套产业，建设进口农副产品加工配送中
心。”毛平说，区里还支持消费品工业企业建设出口商
品“海外仓”和海外运营中心，通过线上线下、内贸外贸
融合，进一步增强产业动能。

  营造发展生态：创新产品成“爆款”、老字

号有新活力

　　在江津，消费品工业正一改“低技术含量、低附加
值”的传统印象，通过企业持续研发投入、政府营造创
新发展生态，产业效益让人眼前一亮。
　　江津“西部食谷”产业园区里，3 个大学生创业团
队研发的宠物洁齿骨新产品，成为市场“爆款”，单品
年销量超过 1000 万元。“传统的宠物洁齿骨，是通过
物理摩擦达到洁牙效果。而我们产品含有生物酶，可
有效去除宠物牙菌斑。”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王陈说，专
注宠物食品研发投入，公司已有 30 多项专利，产品销
路很好。
　　在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是重庆市级非遗，也是川
渝不少消费者“舌尖的记忆”。“为了吃得健康，我们将
食品用油从猪油改为棕榈油，持续推出小包装、礼盒装
产品……不断创新工艺、改善品质，是老字号持续壮大
的秘诀。”江津荷花米花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尚
明说。
　　“消费品工业要长远发展，政府也不能缺位。”谢治
刚说，今年江津还出台了支持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十九条，解决企业痛点、难点问题，让消费品工业集群
在江津扎得下根，迈入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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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国亮

　　产业链现代化是精准破解制造业“大而不
强”的关键一招。被誉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的
江苏省江阴市聚焦优势产业集群，壮大龙头企
业，培育“专精特新”，固强补弱提升产业链控制
力，推动上下游企业融通发展。

由“点”及“链” 串出集群发展新优势

　　 27年持续盈利，今年 1— 9月份税后净利
润同比增长 4.23%。总部位于江阴的中信泰富
特钢集团从一个县城钢厂，如今已发展成为营
收超千亿元的企业集团，产业链上下游覆盖江
阴及其他地区超 1500家企业。
　　江阴以制造业为立市之本、强市之基，拥有
7 万余家企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
国工业百强县（市）榜单中江阴连续四年蝉联
榜首。
　　近年来，江阴“产业强市 30 条”由 1.0 版到
4.0 版，覆盖面、精准性、优惠度持续升级，配合
“科技创新 20条”“暨阳英才计划”等系列政策，
企业实力显著增强，涌现出 11 家中国企业 500
强、15家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
　　龙头企业攀高创优，带动优势产业集群化
发展。目前江阴已形成高端纺织服装、特钢、石
化新材料等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新兴产业后发优势初显。以远景能源为龙
头，吉鑫科技、振江股份等为配套的新能源企业
加速集聚，随着远景智慧能源产业园推进建设，
集群规模不断壮大、产业链日趋完整。
　　在现有产业集群基础上找差距、找断点，江
阴正从“强企业”向“强链条”跃升。
　　“围绕高端纺织服装、石化新材料、金属新
材料、汽车船舶四大主导产业，集成电路、新能
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四大新
兴产业，江阴正全面描绘产业链地图。”江阴市
委书记许峰说。
　　接下来，江阴计划实施“链长制”，由市领导
每人挂帅一条产业链，描出底图，绘好蓝图，引
导招商突破补短板，助推产业链培优做强。

创新升级 锻造关键环节控制力

　　“用了我们的产品后，江阴利港电厂烟囱排
出的青烟没有了。”江阴金童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是江苏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据公司董事
长姚明文介绍，其自主研发的绕管式换热器相
较于传统板壳式换热器更加节能环保，打破了
国外的技术垄断。
　　抓“专精特新”培育，提升产业链控制力。江
阴设立中小微发展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做精做
专做优产业链关键环节零部件产品，已有 28家
企业及产品获江苏省“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

　　项目牵引，引导产业链高端升级。聚焦优势
产业链，“十三五”期间，江阴累计实施省级产业
前瞻和共性关键技术项目 17项，省级以上成果
转化项目 19 项，争取省级以上科技资金 3.9
亿元。
　　异地孵化，弥补创新资源短板。江阴贝瑞森
两年前在全球蛋白质领域人才、项目密度最高
的瑞典乌普萨拉市，设立中瑞生物医药海外孵
化器，最近首批医药项目孵化成果已在江阴
落地。
　　企业主导的创新载体众多，成为江阴把控
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强引擎。“国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中国质量奖”获得者阳光集团，每年以销售
额的 5% 作为研发经费，建成国家级毛纺新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生产的面料一等品
率 99.5%，行业居首。
　　江阴市科技局高新科科长李海春说，江阴
拥有 164 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推
动企业自身研发创新的同时，也具备了公共服
务平台职能。

多元融通 提升全产业链协同性

　　“中国工业大奖”得主法尔胜，与上游企业
兴澄特钢共同研发桥梁缆索用钢丝和盘条，全
球首创 2000MPa 级高强度大桥缆索用镀锌钢
丝，成功应用于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目前法尔

胜的桥梁缆索已应用于国内外 1018座桥梁。
　　这样的上下游协同创新是江阴产业链企
业融通发展的缩影。法尔胜 Yigo-ERP 系统、
中信特钢学院等一批特色平台，在信息化、人
才、设备等多维度赋能配套企业，产业链上大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江阴市工信局副局长陆正宇说，江阴推
广基于供应链协同、创新能力共享、数据驱
动、产业生态等融通发展模式，带动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提升创新能力。
　　去年落户江阴的金属材料创新研究院，
整合政府、核心企业、高校、资本等资源，搭建
检测分析、技术转化等开放创新平台，减轻产
业链上中小企业负担，已有 6 个新材料技术
类、3个新材料装备类中试项目落地。
　　当前，江阴正重点构建以“供应链管理+
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为扣环的三条生产性
服务支撑链，促进产业链上制造业与服务业
深度融合发展。
　　江阴高新区发起设立的综合金融服务中
心，搭建起企业供应链管理系统，可围绕核心
企业，确保贷款资金在上下游供应链上可视
化流动，最大限度降低融资风险。
　　产业链融通带动经济增长。今年 1 — 9
月，全市完成规上工业产值 3865.73 亿元，增
长 2.6%。

“专精特新”成就“制造业第一县”江阴

　　新华社南昌 11 月 16 日电（记者黄浩然）过
去，一根普通的电子设备连接线粗加工后出口，
经国外企业精加工转销国内企业，价格翻倍；如
今，两家国内企业“接上头”，批量产销 40 万根
超算服务器连接线，成本降低、利润翻番。这是
日前记者在江西抚州市采访时，听到的一则
新事。
　　抚州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
数十万台超算服务器的“算力工厂”，过去 3
年多里，公司资产总额从不足 0.2 亿元增长到
超 35 亿元，每年都要添置大量设备，其中就
包括从国外采购至少 40 万根超算服务器连
接线。
　　位于抚州高新区的江西帝硕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生产电子设备连接线的企业，去年销

售额 30% 来自外贸，公司以 6 元到 30 元不等
的价格出口产品，利润不到 15%，经国外企业
精加工后，价格就翻倍了。
　　为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方便企业信息交
互，今年 6月，抚州召开了一场全市产业链对接
会。正是这次偶然的机会，“创世纪”和“帝硕”对
接上了。
　　“没想到困扰已久的连接线供应、维修难
题，本地企业就能提供解决方案。”“创世纪”商
务组负责人唐伟说，从对接会上还了解到，机
柜、铜箔等设备也能从本地企业采购，综合下来
算力成本只有业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满足国内客户更精细化的需求，供货企业
的效益大幅提升。“帝硕”运营部副总经理韩伟
给记者算了笔账：超算服务器高速连接线以过

去出口原价卖给“创世纪”，节省运输成本后利
润翻倍，目前“创世纪”已采购 2000 余万元，这
相当于公司去年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
　　同样是生产电子设备连接线，“玩法”一变，
市场份额就大了。
　　不仅如此，围绕电子信息、机电汽车、生物
医药等产业，抚州通过产业链对接会的形式让
企业推介产品、提出需求，会上采购总金额就达
到 10.38亿元。
　　“我们了解到有很多供需两端都‘向外’的
企业，用产业链对接会这根‘线’把他们串起来，
让他们真正了解到国内市场的前景广阔。”抚州
市工信局局长伍旭鸿说。
　　溯“链”而上，这场对接会的影响正在延
伸。江西金品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抚州一家

生产铜工艺品的传统企业，看到近年来当
地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今年公司加码
投资 3 亿元新建流水线，生产制造电子设
备连接线所需的铜线。公司董事长唐俊烈
介绍，受疫情影响，企业外贸总额占比从去
年同期的 30% 缩减至今年的 5%，但销售
额预计今年将增长 10 亿元。
　　一减一增，凸显完善制造链带给企业的
免疫力。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这样的产业循环故
事正在江西不断上演——— 汽车产业链对接会、
中医药产业链供应链集中对接活动、景德镇直
升机上下游产业对接会……一场场产业对接
会快速展开，正在酝酿更多的市场机遇。

溯“链”而上，40 万根连接线背后的市场机遇

　　秸秆香精 、
秸秆餐具 、秸秆
打 捆 机 … … 在
2020 安徽秸秆
暨畜禽养殖废弃
物综合利用产业
博览会现场，一
批批秸秆资源化
利用的新产品 、
新 装 备 纷 纷 亮
相 。秸 秆 撕 掉
“农业垃圾”的标
签，“百变”出种
种惊喜。

　　展会现场，
一 个 装 着 淡 黄
色 液 体 的 玻 璃
瓶 吸 引 了 不 少
目 光 。打 开 瓶
塞 ，一股“大白
兔奶糖”的香味
扑鼻而来 。“这
是食品用香精 。

这 瓶 香 精 与 众
不同之处在于，
它是从玉米 、秸
秆等生物质资源中提取原料，再经过生
物发酵和化学合成而来。”黄山科宏生物
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姚瑜告诉
记者，这类香精的增香效果毫不逊色于
化工原料制成的香精。

　　“这是一台圆草捆打捆机，主要用于
秸秆打捆，为秸秆深加工提供便利。”站在
一台绿色的高大农机旁，内蒙古北纬中垦
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先禄介
绍，秸秆收集是秸秆资源化利用最初的一
步。高度自动化的打捆设备一分钟就能
打一个捆，大大提高了秸秆收集效率。

　　轻巧耐用的秸秆碗、玉米叶编织成的
手提袋、以秸秆为原料的一次性餐具……
琳琅满目的展品让秸秆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展区看起来好像一座小型超市。“相比
于传统的一次性塑料餐具，秸秆餐具的原
料取之不竭 ，而且可以降解 ，更节能环
保。”该公司经理刘实说。　　
　　阜阳市宏桥秸秆科技有限公司的“秸
秆船”和“秸秆岗亭”，成为本届博览会的
“网红”展品。该公司负责人张中成告诉
记者，船和岗亭都用了大量的秸秆板材。
“以草代木”，用麦秸压成的秸秆板材不仅
可以节约木材资源，而且具有防潮阻燃等
优点。

　　会上多位专家表示，随着现代农业科
技的发展，秸秆不再是废弃物，而是重要
的农业资源。小秸秆可以撬动大产业，要
加大科技赋能，构建布局合理 、多元利用
的产业化格局，促进农民增收 、环境改善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大省安徽，目前
秸秆综合利用规模企业已有 1860 家，总产
值 216.12 亿元，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 100 亿元。

（记者胡锐、王菲）新华社合肥 11 月 16 日电

牛仔裤蓝染十有九　阿拉善染剂冠全球
　　新华社呼和浩特 11 月 15 日电（记者于长
洪、丁铭）说起牛仔裤，人们太熟悉了：无论市
民、村民，无论国内、国外，其已成为生活中穿衣
的“标配”，破洞、阔腿、流苏的一抹蓝更是引领
着时尚圈。可很少有人知道，全世界每生产 10
条经典“蓝”牛仔裤，其中 9 条就是由内蒙古自
治区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产的靛蓝染
制而成——— 在“苍天般的阿拉善”，世界离你是
如此之近。
　　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处黄河之
滨、乌兰布沙漠边缘，“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
圆”的景象每年吸引数十万计的游客。然而，也
有一些人不为景而为色——— 他们仅仅是为靛蓝
而来，在大额染剂购货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靛蓝是一种还原染料，主要用于棉、麻织物
的染色，是牛仔布的专用染料。2006 年春天，

54 岁的江苏泰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正西，
抓住我国西部大开发机遇，看准当时阿拉善煤
化工和盐化工资源聚集优势，带着企业从青山
绿水的南方来到大西北，注册成立了内蒙古泰
兴泰丰化工有限公司，主攻靛蓝染剂生产。
　　凭借着苯胺基乙腈工艺国家发明专利以及
10 多个生产专利，泰兴泰丰化工有限公司专注
靛蓝、一蓝独大，14 年努力打造了一个全球最
大的靛蓝产销基地，年生产能力从创业之初的
5000 吨增长到 4 万吨。如今，随着江苏省兄弟
化工与河南省五新化工两家靛蓝生产企业相继
入驻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蒙古阿拉
善盟生产的靛蓝产品已经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
90%。
　　阿拉善靛蓝的质量更是一直领跑全球。德
国巴斯夫公司的比尔先生、印度德士达公司的

克里希纳先生都是多次往返采购的“老阿拉善”
了。在他们口中，阿拉善生产的“泰丰”牌靛蓝
还原充分、染液透明、清亮无沉淀、上色稳定、染
液无泡沫、色牢度高，没有色差、色花，染出的产
品颜色鲜亮。一位来自广东的代工厂总裁表
示，阿拉善地处欠发达边缘地区，国内外客户能
将“泰丰”牌靛蓝作为首选用品，说明质量确实
过硬。
　　泰兴泰丰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士平介
绍，目前“泰丰”牌靛蓝产品除内销外，已外销到
中（南）美、欧盟、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及东南亚
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与美国著名牛仔裤
品牌 LEE 和 Levi‘ s等世界高端知名品牌配套
协作。2019 年，“泰丰”牌靛蓝出口 1924 吨，货
值 1298 万美元。2020 年尽管受疫情影响，销
售收入预计仍将突破 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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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15 日，游客在和孚镇荻港村观看“水上晒秋”丰收庆典。

  当日，浙江湖州南浔区第十二届鱼文化节在和孚镇荻港村举行，游
客看表演，品民俗，尝鱼味，体验传统丰收场景。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浙江湖州：鱼文化节庆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