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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洪盛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咸宁市洪盛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咸安经
济开发区模具产业园，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模具高科技生产
企业，是咸安区模具产业的龙头。

公司占地面积80亩，总投资3.8亿元，规划
总建筑面积8.8万平方米，项目分两期建设。一
期工程于 2013 年 4 月开工建设，2015 年 4 月 18
日一期正式建成投产，年设计生产汽车零部件
500万件，研发制造精密模具800套。二期投资
1.8亿元，2016年4月开工建设，于2017年6月份
正式投产,新上注塑设备14台（套），主要从事汽
车车灯模具的研发和生产及注塑产品的生产。
整个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6亿元
以上，上缴税收25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00个。

湖北天源纺织有限公司

湖北天源纺织有限公司是以苎麻、亚麻和
棉为主要原料的综合纺织加工企业。公司始建
于2006年，是湖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湖北精华纺织集团的子公司。

公司占地面积 240 亩，计划投资 1.2 亿元。
项目建设计划分两期建成。第一期工程于2006
年4月份动工，投入5000万元，新建20000锭纯
麻纺纱生产线,已完成1.8万平方米主体车间的
建设和10000锭机械设备安装。今年上半年，完
成产值5244万元，上缴税收221.2万元。第二期
工程拟投入7000万元，安装1000台织布机，新建
20000锭长麻纺纱和10000锭短纺生产线。二期
工程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创利
税1000万元以上，能解决450人就业。

志研自动化设备湖北有限公司

志研自动化设备湖北有限公司于2014年底
签约入驻咸安经济开发区模具产业园，由上海
志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公司专
注于车轮自动装配线，轮毂动平衡摆差检测，轮
胎均匀性和动平衡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在车轮
装配线市场占有国内60%市场份额。在车轮装
配线领域的研发和实际水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弥补国内此行业的空白。

该项目占地面积 48 亩，总投资 6000 万元，
计划分两期投资，第一期计划投资 4500 万元。
第二期计划投资1500万元。2016年9月份一期
项目建成投产。待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年产
值可达1.2亿元，实现利税500万元，提供100个
就业岗位。

湖北中港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中港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
在咸安开发区成立，注册资金2048万元，征地50
亩，总投资5000万元。

该公司主营新型复合材料、金属装饰板、金
属天花板、金属护板、铝箔及照明灯具的生产与
销售。该项目分二期建设，第一期投资3000万
元，占地30亩。采用最先进的日本原装全自动
兰氏静电喷枪及控制系统。主要从事新型复合
材料、金属装饰板的研发与生产。该项目于
2013年12月建成投产，年产值可达1.8亿元，税
收200多万元，安排200人就业。第二期于2015
年建成投产，投资2000万元，占地20亩。

18日，咸安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陈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要以“三
抓一优”为总领，将开发区打造成咸安产业
聚集的高地，投资创业的洼地，让开发区成
为咸安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话项目：围绕项目抓落实

记者：今年上半年开发区项目建设进
展如何？

陈娟：今年上半年落户企业9家，投资
16.5亿元；在建企业16家，投资31.5亿元；
投产企业3家，投资4.1亿元。

记者：目前，开发区的产业布局如何？
陈娟：咸安经济开发区目前已经形成

了四大产业园区：
一是生物医药产业园。规划面积

1500亩，产值将达到100亿元。目前，已
经有6家企业达成意向，总投资20多亿元，
将陆续入园。

二是模具与汽车零配件产业园。规划
面积2500亩，一期1500亩全部建成。目

前，该园区的19个项目全部建成投产，产
值30亿元。今年要完成二期建设，再引进
项目，实现“满园”。

三是食品产业园。以食品深加工和特
色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规划面积1500亩，
将打造成一个新兴产业园区，目前已经平
整好土地500亩，力争明年也实现“满园”。

四是竹产业园。以巨宁和江南春竹业
为龙头，打造竹循环经济产业，规划面积
1500亩，目前已经建成800亩。

话发展：围绕发展抓建设

记者：开发区今年发展的目标和思路
是什么？

陈娟：年初，区委区政府给开发区定了
个目标：建成一平方公里、推进一平方公
里、储备一平方公里。围绕这个发展目标，
我们投入1.5亿元对园区基础设施进行提
档升级。到目前，开发区土地征用完成
400亩、报批1100亩、土地平整800亩。

不仅如此，我们按照产城一体化的思

路，着力解决开发区的短板，加快生活配套
设施建设，目前，企业服务中心、小学、卫生
服务站等项目今年下半年将陆续开工建
设。其他的商业、餐饮、休闲娱乐等配套也
正在规划之中。

记者：在园区发展上，开发区产生了哪
些辐射功能？

陈娟：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我们开
发区要成为全区“一区六园”的总引擎，带
动六个乡镇产业园共同发展，今年我们投
入2500万元，为六个乡镇产业园的基础设
施建设提档升级，同时，也对六个乡镇产业
园进行了产业转移和对接。

话招商：围绕招商优服务

记者：面对竞争激烈的招商环境，开发
区是如何展开招商的？

陈娟：开发区不等不靠，积极主动走出
去通过各种形式招商。目前，开发区与相
关职能部门组成4个招商小分队，分赴北
京、上海、武汉、环渤海等地，开展招商。同

时，开发区还主动与武汉东湖经济开发区
对接，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记者：在招商工作中，开发区如何开展
创新式服务？

陈娟：围绕招商优服务，这句话在开
发区不是一句口号。为加大项目督办力
度，实行班子成员挂点督办项目，对入围
重点项目贴身督办；为主动服务项目建
设，从项目招商、签约、开工建设到投产，
实行一条龙全程指导服务或代办服务。
同时，正在探索“容缺”机制，力争把招商
服务工作打造成一张咸安的名片。此外，
明年准备建成一个300亩孵化器，真正实
现重资产招商，促进招商工作再上一个新
台阶。

对话咸安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娟

让开发区成为经济发展主战场
记者 盛勇 特约记者 胡剑芳

巨宁竹业：拉直转型问号
记者 甘青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李莉

产品远销国内外

18日，烈日当空。湖北巨宁竹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宁竹业）大门
处，卡车轰鸣声不断，一车车竹地板、竹护
栏被输送到全国各地。

“襄阳 4000 平方米竹地板、孝感
8000平方米竹地板、随州3000平方米竹
地板……”销售会计沈文磊刷刷地在本子
上做着记录。

眼前的一幕似乎有些另类：在经济下行
的一片喊冷声中，巨宁竹业却显得火热蓬勃。

令人咋舌的还在后头。巨宁竹业副总
经理刘智书介绍：中国驻法国新大使馆用
了3000平方米的巨宁竹业地板、德国的火
车站更新准备使用巨宁竹业地板、日本的
箱式货车车厢板用巨宁竹业地板、意大利
的马厩用的是巨宁竹业护栏。

巨宁竹业是湖北巨宁集团旗下的一家
子公司，2013年投产，致力于重组竹研发、
制造及一系列深加工产品的开发与应用。
公司厂房占地面积13.2万平方米，总投资
1.2亿元，年设计能力5万立方米。

巨宁竹业以楠竹为主要原料，利用先
进的专利技术，研发以及生产新型重组竹，
主要产品有普竹地板、热压重竹地板、冷压
重竹地板、户外竹装饰等产品。产品具有
性能稳定、低碳环保、防霉变、防虫、耐磨和
抗撞击等特点。

环保理念遇挑战

从以上场景、介绍，一般可以得出结论：

巨宁竹业畅销国内外，企业发展势头足。
副总经理刘智书脸上却露出沉重的表

情。他说：近两年来，企业的生产销售遇到
了难题。

这里就产生了疑问：地板业本身就是
一个刚性需求产业，更何况重组竹是低碳、
环保、质优的产品，怎么会没市场？

“重组竹产品分内外两个市场，其中国
外是主要市场。目前国内市场不兴，国外
市场难俏。”刘智书说。

关于国内外环保理念的差异，刘智书讲
了一个故事：德国火车站更新工程，有施工
方给主管部门提出规划建议，当听说所用地

板是实木地板时，主管部门立即就问，难道
没有环保低碳产品吗，非要破坏森林资源。
就是这一句疑问，巨宁竹业进入了德国。

但现场有客户提出质疑：国内并非不
喜欢低碳环保类产品，而是产品价位不适
应大众消费者。目前，重组竹为140元一
平米，而国内市场主流强化地板价格为60
元一平方米，两种地板脚感差不多，但价格
贵了近一倍。

尤其，强化复合地板厚度从8毫米升
级到12毫米，其强度、耐磨性、脚感不弱于
竹地板。相差无几的享受，质优便宜的产
品自然受到市场追捧。

积极转型闯市场

在常人看来，竹制地板更应物美价廉，
其价格应该低于强化地板。

“实际情况是，目前竹地板的生产运营
成本较高。”副总经理刘智书扳着手指算起
了账。

一根一尺围的竹子，在山上砍下来的
价格是7元每根，运到山下的价格是15元
每根，运到巨宁竹是17元每根。一根竹可
生产2平方米的重组竹。

这根竹成为重组竹还要历经碳化、干
燥、粘胶、烘干、热压、拉线、上油等45道工
序。每道工序都是一道增加生产成本的过
程。

尤其重组竹对控制水份要求很高，需
要数周时间，而一般的强化地板从原料到
形成产品仅需要十天。生产时间成为企业
降低成本的一大“痛点”。

重组竹从材料采购到形成成品得3个
月，等到资金回笼得5个月。而强化地板
从产品到资金回笼只需1个月。资金回笼
的压力也增加了产品成本。

面对经济下行，面对各种痛点，巨宁
竹业定下了发展基调“守住环保大盘，积
极转型托底”。巨宁竹业在保障重组竹正
常生产的情况下，上马了多层实木地板、
竹木复合地板等多个产品，满足国内外市
场需求。

“巨宁竹业下步将主动拓展过国外市
场，全力培养国内市场，为全球消费者提供

‘绿色竹空间’整体解决方案。”刘智书说。

18日，高温酷暑。咸宁市汇美达工贸
有限公司的员工围着一座火热的窑炉忙碌
着，一个个乳白色的碗，顺着流水线的传送
带运往车间。

“这座窑炉经历了烧重油、天然气，到
如今纯用电加热，温度更恒定，生产更环
保。”汇美达公司行政部经理孟怀望说，公
司的产品也从压制到离心机生产，并正在
上马另两座窑炉，生产高硼玻璃壶和康宁
锅，产品附加值也一路攀升。

两次改炉

汇美达公司的生产是一个不断创新的

过程，核心生产部件窑炉经历了两次改良。
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2006年

5月投产，占地面积300亩，建筑面积达
60000余平方米，总资产2.8亿元，生产耐
热钢化乳白玻璃器皿系列产品。

投产之初，公司新上的窑炉通过烧重
油加温，有污染，冒黑烟。到了2008年遭
遇金融危机，公司总经理邹仲华果断拍板，
投入技改资金1000万元，把窑炉烧重油改
为烧天然气，冒白烟，很环保。2012年，邹
仲华又投入技改资金1000万元，把窑炉烧
天然气改为纯用电，不冒烟，零排污。

随着窑炉的不断改良，汇美达产品质

量也不断稳定。烧重油时，成品率只有
60%；烧天然气时，成品率提高到80%；纯
用电时，成品率高达95%。

从最初试制钢化玻璃用品，到现在生
产耐热乳白钢化玻璃器皿，汇美达的产品
不含有害重金属元素，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经过贴花工艺后，光洁如玉，缤纷素雅。

公司产品95%以上出口，年产值近2.8
亿元，年创外汇1800万美元，年实现利税
3700万元。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日本、欧
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客户的一致
好评和青睐。

提档升级

汇美达公司持续推行科技创新，去年
11月，又将机械设备进行提档升级，新引进
的离心机生产线，已经生产出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乳白玻璃餐具。

之前，汇美达生产的玻璃餐具采用压
制成形，而压制带有应力作用，玻璃餐具容
易出现冷炸，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该公
司投入600万元，新上了离心机生产线，在
离心机的作用下，玻璃原料自然流动，成品
大大减少了冷炸现象，在全国是第二家拥
有此技术的公司。

为了赢得顾客，汇美达在产品与服务
上不断提档升级，充分满足并争取超越顾
客期望。

谈到离心制作的乳白玻璃餐具，公司
总经理邹仲华一口气说出了四个好处：环

保；硬度高，无划痕；光滑不粘油，便于清
洗；导热快。目前，公司每天生产30万只
产品，一年出口600个集装箱。

再建窑炉

今年5月，汇美达公司又投资1000万
元，新建一个窑炉生产高硼玻璃，计划8月
份点火生产。

新建窑炉投产高硼玻璃，是为了生产
高品质水壶，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市场
上流行的塑料壶和不锈钢壶，均含对人体
有害物质，而高硼玻璃水壶不含对人体有
害物质，是新型环保产品。

目前，汇美达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生产
高硼玻璃水壶，已接到浙江义乌的150万
元订单。高硼玻璃水壶每个卖30元，比以
前的单个乳白玻璃餐具贵25元，提高了产
品附加值。公司计划，今年高硼玻璃水壶
的产值达到7000万元，整个年产值达到
3.5亿元。

明年，汇美达公司还计划新上一款产
品——康宁锅。公司正在着手康宁锅的研
发投产工作，以抢占市场先机。计划明年
再建一个窑炉生产康宁锅，每个康宁锅可
卖300多元，又可增加产品附加值。

汇美达：烙上创新感叹号
记者 江世栋 特约记者 胡剑芳

产业纵横 本期策划：杜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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