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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沿

大榭之窗

本报记者 包凌雁
北仑记者站 支鸣飞
通讯员 贝玲烨

在大碶高档模具产业园，集聚
起 56 个全产业链装备项目，充分
利用上下游产业链关联，抱团经
营，让通用、雷诺、大众等汽车零
部件采购巨头刮目相看，纷纷前来
合作、下单。今年一季度园区总产
值 12 亿元，其中利润 2.16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9.6%和 27.1%，实
现了“开门红”。

“高精尖”让人刮目

位于富春江南路以西的大碶高
档模具园区是以压铸、大型精密塑
料、精密冲压等模具制造产业为核
心，以相邻汽配产业园区为支撑，
集研发、生产加工、产品展示、销
售为一体的产业集群园区。

今年上半年，随着宁波旭升机
械有限公司、宁波埃利特模具制造
有限公司、宁波鑫达模具制造有限
公司等近 50 家模具企业的入驻，
园区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态势。面对
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下模具企业正
积极通过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加快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就
是园区内“高、精、尖”的标兵。
五年来公司累计引进五台 CNC 德
玛吉三轴、五轴联动高速铣设备，
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五台“大
家伙”全部实现自动化操作，操作
员只要事先将所需要的刀具放入机
器的刀具库内，并且设置好刀具的
使用顺序和使用时间等编程程序，
机器便能自动工作。“以前需要两
三个人照看一台机器，自从引进先

进设备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后，员
工的工作强度减轻了不少。”宁波
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
金荣告诉记者，操作员只要稍微留
心电子显示屏中显示的刀具使用情
况，保证机器正常运行即可，完全
无需手工操作。

国际化引老外抢单

模具产品的出口量比较大，北
仑模具客户遍布全球，除了“高、
精、尖”的转型升级之路外，研发
更适合国际视野的产品就显得尤为
重要。

拥有“创业创新示范企业”
“综合性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等多个技术头衔的宁波君
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通过科技投
入和创新，为企业打开了全球高端
汽车模具市场的大门。

为了更好地吸收国际国内先进
模具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加快自身
的技改和创新，君灵模具投入巨资
引进了一批一流模具加工高档设
备。如今，君灵模具为德国大众、
日本雅马哈等国际知名公司提供优
质的模具，并成为国内长城汽车、
长安汽车、吉利汽车等汽车公司的
模具供应商。

“我们的目标是向高端模具市
场进军。引进高端设备后，人才培养
和技术提升以及公司管理都必须跟
上，形成一个拳头，做到精致。”企业
负责人说，在加快技改的同时，君灵
模具还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产
学研合作，利用高等院校深厚的科
研与人才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良好的创新环境培育出了丰盛
的科技成果。据统计，君灵模具拥
有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 40 多项，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30 多项。设有
防撞块的模具、机械加工辅助冷却
装置、设有支撑柱的模具……用创
新成果为企业换来了效益，赢得了
客户的认可。

智能模具国内领先

如今，北仑的模具企业已形成
了一个共识：未来模具企业拼的是
创新力，模具行业要可持续发展，
需要在技术研发、管理质量等方面
的创新上下狠功夫。

据统计，目前北仑大碶高档模
具园区已有君灵、臻至等近 50 家
模具企业入驻。其压铸模具设计制

造水平、生产能力和制造企业密集
程度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该园区
在企业顾问团成员的指导下，着力
服务企业科技创新，以模具产业知
识产权创新基地建设、压铸模具标
准的制订和修订、创客服务中心等
项目为契机，为模具及汽配产业集
聚化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冯瑄
通讯员 何清 严沛雄

照明用电从每月2.47万千瓦
时降到0.74万千瓦时左右，大榭
石化自今年 2月份上线智能照明
控制系统后，有效控制了装置亮
灯时间，实现厂区照明节能用
电，降低了能耗。

据了解，馏分油综合利用项
目投产后，大榭石化新老两厂区
装置区、办公楼、变电所及道路
照明灯已超过 1.65 万盏。其中，
装置区照明灯多达1.23万盏，办
公楼及变电所照明灯共有 3540
盏，马路照明灯735盏。

“与普通企业不同，石化企
业装置全天 24 小时生产运行，
除装置运行正常生产用电，夜晚
由于生产操作人员需要定时巡
检、设备维护、数据抄对，生产
装置区和内外操作室的照明灯都
不可灭，全年照明费用是一笔不
小的投入。”大榭石化生产运行
十部电气系统主任工程师董开河
说。

天一黑装置就必须亮灯，是
无法改变的情况。为最大限度节
约用电，打造低碳环保节能的石
化企业，大榭石化将“智能化”
运用到照明上，投资十多万元在
14 个区域变电所安装智能照明
控制系统，采用光控模式和时间
控制模式，尽可能合理控制亮灯
时间，减少长明灯，做到有需亮
灯。

光控模式是在装置周围安装
光感探头，当外界光照强度大
时，会自动断开照明回路；当外
界光照弱时，又能重新合上。无
论天气如何变化，该模式都能有
效掌握生产装置区内照明、马路
照明的启停时间。时间控制模
式，则是利用时控设备调节启停
时间。由于不同季节光照时间不
一，该模式根据每个月日出日落
时间，调节照明主回路上的时间
控制系统，设定开关灯时间。

“我们优先使用时间控制模
式，次选光控模式，两个模式相
互配合，取得了较好的节电效
果。”董开河说，据统计，上线
该系统后，大榭石化每个月节电
量约1.73万千瓦时，年节能折合
标煤 21 吨，预计年节省费用 36
万元。其中，改造前很多装置照
明光源使用的是 125瓦的金属卤
灯，照明效果一般，故障率较
高，更换频率也较高。改造完成
后，许多装置照明光源则换成了
25 瓦或 45 瓦 LED 灯，这种灯亮
度高，故障率低，不仅节能，无
形中也为企业节省了一部分照明
光源的材料购置费用。

“关灯节电虽然只是一个小
举措，但积沙成塔，常年下来，
对大榭石化这样的特大型石化企
业 来 说 ， 节 能 的 效 益 非 常 可
观。”董开河表示，大榭石化将
对该智能照明系统作更进一步优
化，力争实现集中智能控制，即
装置区、马路照明控制系统分
开，各自根据自身照明实际需要
进行控制。同时，时间控制模式
将精确到分、秒，使照明灯启停
时间更精确。

智能照明点亮
“绿色之灯”

一年为大榭石化
节省费用36万元

国际港航物流服务中心是建设
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港口经济圈的重
要载体，也是建设国际制造业创新
中心和经贸合作交流中心的基础支
撑。

“十三五”时期，随着国家三
大战略支撑中的“一带一路”与长
江经济带等核心战略全面推进，地
处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和 长 江 经 济 带

“T”字型交汇处的宁波迎来了难
得的发展机遇。刚刚出台的《宁波
市“十三五”港航发展规划》给出
了方向，宁波要在港口发展网络、
港航物流服务、物流集散中心三大
领域实现创新突破。

拓展港口发展网络

坐拥良好的岸线资源，宁波港
域形成了镇海、北仑、穿山、大
榭、梅山等８大港区；空港、铁
路、高速公路甚至管道运输的设
施，都已有一定规模。

当前，高水平推进海港、空
港、物流园区、物流通道等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提高与国际港
口枢纽城市互联互通水平的第一
站。我市将切实发挥宁波舟山港对
全省港口一体化的龙头带动作用，
加 快 建 成 全 球 一 流 枢 纽 港 。 到
2020 年，宁波舟山港宁波港域港
口货物吞吐量达到 5.8 亿吨，力争
6.0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2500 万
标准箱，力争2600万标准箱。

“以宁波舟山港集团为发起
方，在原 APEC港口服务网络基础
上，整合国内、省内各类港口资
源，并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港 口 组 建 国 际 性 的 港 口 联 盟 组
织。”宁波港航管理局局长葛更坚

表示，宁波要积极申请设立“丝路
国际港口合作服务组织”，将该组
织的总部和秘书处设在宁波，成员
包括国内沿海沿江港口、“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的东盟、东南亚、中
西亚、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港口

（无水港）。争取亚太经合组织港口
服务网络 （APSN） 秘书处落户宁
波，创建APSN宁波研究机构。

加快推进港航物流服
务中心建设

航运服务是国际港航物流服务
中心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决定着航
运资源要素的全球聚集和配置。补
足国际航运服务短板，其着力点就
是要培育港航物流服务产业体系，
从“单一化物流集散”功能向“综
合性港航服务”功能拓展，“载
体、市场、品牌”三个方面协同推
进是其发展方向。

深化“三位一体”港航服务体
系建设，以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为抓
手，推进港航物流服务创新突破。
吸引一批航运物流企业区域总部、
航运服务企业、专业化物流供应链
服务商落户宁波，推动本土企业向
多功能增值服务商转型。

加快保税物流发展，完善保税
贸易及展示、商品交易、国际采购配
送、保税仓储等综合功能，推动国际
配送、国际中转业务发展。致力于建
设全球供应链管理和国际港航物流
资源配置中心。到 2020 年，港航物
流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 1500 亿
元，港航物流服务企业达到 2000
家，规模以上企业达700家。

做大做强宁波航运交易所，实
现与上海及周边港口合作和错位发
展，重点发展船舶交易市场、航运
人 才 市 场 、 航 运 订 舱 市 场 。 到
2020 年，航运交易市场交易额达
到500亿元。

充分发挥临港区位优势，以大
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和现货实体交
易市场为依托，搭建全方位、多层
次服务的大宗商品市场体系。探索
大宗商品 B2B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新模式，助力把宁波大宗商品交易
所建设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
多商品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到
2020 年，大宗商品交易所交易额
达到20000亿元。

增强物流枢纽集散功能

创建国家海铁联运综合实验区
和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打通“甬新

欧”“义甬舟”开放大通道，服务
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打造
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海、陆、空
多式联运物流枢纽……

随着国务院正式批复成立舟山
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宁波的多式联
运枢纽衔接功能将通过“江海联
动、海铁联动、河海联动、公水联
动”四大体系发挥出来。

完善港口物流国际中转功能，
其背后将是国际出口贸易物流集散
功能的发挥。除了发展国际集装箱
装卸、堆存、中转、拆拼箱和国内
外贸货物中转外，探索开展国际集
装箱中转集拼、沿海捎带、启运港
退税等业务试点，加快建设以集装

箱运输和转口贸易为重点的国际集
装箱中转物流枢纽。

增加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和航
班密度，争取开通直达中东欧的洲
际航线，扩大国际集装箱中转业
务，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主要港口的交流与合作。鼓
励港口企业“走出去”，开辟宁波
港口境外物流服务网络，提供国际
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开展国际投
资和融资，积极开拓国际投资项
目，提升宁波舟山港的国际影响
力 。 到 2020 年 ， 新 增 “ 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国际航线 5 条以上，
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港口城市。

从“国际枢纽港”到“港航物流服务中心”

港航经济向枢纽经济突破
本报记者 包凌雁
通讯员 王军 宋兵

高档模具引国外买家抢单
北仑大碶模具产业园：一季度产销“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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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秀

图为宁波舟山港港区。 （易鹤 摄）

大榭临港工业。
（邱文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