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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法”促转型，“老树发
新芽”

九龙湖紧固件产业发端于20世
纪 80 年代中期，由“小作坊”起
家，逐渐做大。但到了 2008 年时，
产业发展陷入低端同质化竞争的

“瓶颈”，被视作高能耗、低利税的
“夕阳”产业，面临是去还是留的
“生死抉择”。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
产能。2010年，镇海区在制订九龙
湖“十二五”规划时，用“加减
法 ” 推 进 紧 固 件 企 业 转 型 升 级 。

“加法”即从原先单纯的制造业，向
贸易、服务扩展，打造总部经济；“减
法”则是自然淘汰低端、落后的产
能，打造高端产品生产基地。

企业苦练内功，加大技术创新
投入，重点进军面向铁路、石化、
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市场的产品。
金鼎、宁力等龙头企业最近三年累
计投入技改资金近 2 亿元，“加减

法”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催化
剂。九龙紧固件公司与上海相关科
研院所合作共建研发机构，新研发
的马蹄形紧固件论个卖，成为南车
集团的高速动车和大型发力风电机
组的配套专用件；“群力”公司的
产品用到了“超级工程”港珠澳大
桥之上，中江、宁力等公司瞄准大
型石化企业。产自九龙湖的高品质
紧固件产品，还成功打入新加坡地
铁、越南国际机场、西门子风能发电
等众多世界知名工程项目，行业影
响力与日俱增。

铁腕治污，清洁生产增效益

以往，紧固件加工生产中酸洗
废水的排放，对水环境保护带来沉
重压力。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污染
治 理 怎 么 办 ，这 是 一 道 棘 手 “ 考
题”。

2014年，镇海区制定出台紧固
件行业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九
龙湖镇痛下决心，对酸洗行业实施
铁 腕 整 治 ， 倒 逼 企 业 自 我 “ 革
命”，推行清洁生产。

2015年初，九龙湖年处理量近

40万吨的集中酸洗中心正式投产运
行。中心总投资逾 1 亿元，采用世
界先进工艺技术，共建成 2 条带有
收集废水废气功能的全自动大型环
保自动酸洗流水线以及 2 套废气处
理系统、1 套污水处理及废水回用
系统等。经处理的 60%污水可循环
利用，剩下的污水实现达标、安全
排放。据悉，酸洗中心的服务辐射
面不仅覆盖镇海全区，还延伸到慈
溪等周边区域，今年头七个月实现
产值5200多万元。

此外，九龙湖镇还建立了日处
理能力达4800吨的紧固件污水集中
处理厂和紧固件集中区酸洗污水管
网，实现污水纳管达标排放。三年
中，镇海区先后关闭酸洗生产线企
业 31 家，改进工艺 25 家，大大改善
了园区的生态环境。“去年末，镇海
成功创建成为全国首个紧固件出口
质量安全示范区，其中，九龙湖镇酸
洗中心功不可没。”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说。

凭借紧固件行业的良性发展，
近年来，九龙湖镇先后获得省紧固
件行业商标品牌基地、中国区域产
业集群竞争力百强、中国产业集群
示范镇等荣誉，共有中国驰名商标
1 个、省著名商标 4 个、省名牌产
品 2 个。全镇名牌产品产值约占整
个行业的3/4。

新建成的紧固件综合服务楼，
已吸引 30 多家服务机构和企业入
驻。镇海区紧固件行业协会相关负
责人说，未来将积极拓展国际市
场，把握行业主导权，促进产业快
速成长，致力打造龙头企业与中小
企业间的“轮轴——轮辐式”集群
结构，力争培育 10余家产值超 5亿
元的行业龙头企业。同时，建设宁
波紧固件集群窗口服务平台，推动
九龙湖紧固件“块状经济”由加工
制造中心向“中国紧固件之都”总
部经济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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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金汇小镇水到渠成

小镇位于海曙核心区，规划形
成“一核两轴三片”的空间结构，占
地面积约3.5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
约 1 平方公里，包括月湖西区和月
湖景区。小镇以新金融产业为核心，
重点发展各类产业基金、私募基金
和上市公司投资总部，以及证券、期
货、互联网金融等机构，同时按照打
造产业生态链的思路，加大上下游
产业的发展。

小镇所在的月湖区域正是宁波
传统的金融中心，“规元交易”“过账
制度”起源于此。如今，海曙金融产
业发达，金融组织体系健全，形成了
以银行业为龙头，证券、保险业为支
撑，基金、信托、融资租赁等为辅助

的金融组织架构，这无疑让海曙成
为新金融发展沃土。

作为宁波新金融集聚中心，今
年上半年，小镇的吸睛指数再加码。
今年 6 月，小镇举办了中国股权投
资论坛，吸引了众多经济专家、商界
精英考察、调研，成为论坛中不折不
扣的吸睛焦点。浙洽会海曙分团活
动期间，月湖金汇小镇与北京丰图
投资有限公司签约的金融资产项
目，总投资 5亿元，主要投向具有成
长性的中小企业和各类产业资源整
合，推动宁波及海曙区实体经济发
展与提升。

“新金融+历史文化”，打
响特色小镇品牌

走进小镇，青砖黛瓦马头墙，古
建筑众多，不乏映照宁波金融历史
的本土商业巨子的老宅。如今，这里
已经吸引清华控股、北控水务等私

募基金，上海复星等产业基金，恺英
小贷等互联网金融，宁波金控、宁波
金融资产等本土重要金融平台，永
安期货、爱建证券等金融机构，以及
维科等上市公司总部，不仅“外秀”
而且“内刚”。

当前，小镇更加注重核心区建
设，着力构建核心区域‘两轴四区’
的产业功能布局，“两轴”分别为南
北走向的金融产业发展轴和东西走
向的文化旅游发展轴；“四区”则为
传统金融产业集聚区、金融创新产
业集聚区、文化旅游休闲集聚区和
综合配套区等4个功能区。

当“人文风情”历史街区遇上
“快节奏”新金融产业，两者迸发出
的火花筑就了月湖金汇小镇独一无
二的多元化色彩。小镇以“新金融+
历史文化”的融合发展格局，打响

“月湖金汇”品牌，构筑起符合新金
融集聚发展的产业生态圈，汇聚资

本、项目、人才、信息等高端资源，打
造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中心
城区转型升级的样板、历史街区保
护与更新的典范、金融产业集聚与
创新的平台。

走向高端金融集聚中心

近期，结合“大脚板走一线、小
分队破难题”抓落实专项行动，海曙
区组建小镇一对一招商“小分队”，
全面推进招商选资工作，及时跟踪
推进重点招商项目，走访龙头企业，
完善招商资源库，加大招商选资力
度，精准招商。上半年，小镇已牵头
举办或参与中国股权投资论坛、深
圳·宁波周等大型招商引资活动 4
场，进一步扩大小镇知名度和影响
力。近期，小镇又牵头举办了世界金
融与银行学会 2017亚洲年会,“星未
来·Protecting”全球创业创新大赛总

决赛也将在九月拉开帷幕。
为做好做精招商引资大文章，

着力发挥小镇综合优势，提升服务
能力，确保政策及服务落地落实；巧
借外力，巧用入驻企业资源，借力做
好以商引商；形成合力，对接高端平
台，合作引进培训、讲座、路演等活
动；凝聚魅力，举办论坛、扩大影响，
全方位提升“月湖金汇”的品牌魅
力，“四力合一”打好产业集聚组合
拳。月湖金汇小镇，从金融特色小镇
走向高端金融集聚中心、金融创新
产业培育中心、互联网金融示范中

心雏形初显。
“金汇小镇注重服务好招商引

资进来的企业，为企业开通备案、监
管、税务等绿色通道，提供‘管家式’
贴心服务，真正实现入驻企业‘最多
跑一次’。同时为入驻为企业多渠道
搭建行业交流合作平台，努力推进产
业集群发展格局，把小镇打造成为企
业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的优质平台。”
金汇小镇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小镇计划通过三年时间，
引进龙头企业 300 家左右，管理资
金超5000亿元。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唐一波

咸祥镇渔业站站长戴正煌介绍，全
镇养殖池塘可分三种模式：一是，大的
养殖池，一般用于梭子蟹、小白虾和蛏
子混养；二是，面积只有一二亩的小养
殖池，在 5月初用于梭子蟹育苗，育苗
结束后，再养殖南美白对虾；三是，大
棚养殖池，可养殖二季南美白对虾，每
季每亩产量高达 2000 公斤，而土池每
亩只能产300公斤左右。

近年来，咸祥镇尝试农旅结合，通
过举办梭子蟹垂钓节，吸引人气，提高
养殖业的知名度。镇分管旅游的负责人
表示，从苗种繁育、土池养殖，到垂钓
休闲、菜肴加工等，鄞州咸祥渔民延伸
梭子蟹养殖产业链，获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带动了一方养殖业。

咸祥、瞻岐靠海，这里的海域是淡
水和海水交汇处，具有咸淡适中的特
点，十分有利于梭子蟹的成长。目前鄞
州区梭子蟹养殖面积约 8000 亩，分布
在沿海的咸祥和瞻岐两镇，年产梭子蟹
500吨，产值5000万元。

今年咸祥镇有三大基地可以垂钓，
分别为咸祥启新渔庄垂钓基地、咸祥海
滨旅游养殖基地、球山渔业队。这几
天，养殖大户老朱每天忙着准备垂钓工

具、饵料，为一些前来垂钓的游客做好
服务。

启新合作社有 560 亩养殖塘，是咸
祥镇养殖塘规模最大的合作社之一。社
长朱成平将 100亩养殖塘改造成启新渔
庄。游客可以钓鱼、钓蟹，北边建了一排
水泥房，供游客用餐。“这几年生意好得
出乎意料，去年也不错，忙得烧菜都来不
及，请了好几个帮工。”朱成平开心地说：

“对我们来说，养殖塘就是‘聚宝盆’。”
芦浦村有 1600 余亩养殖塘，80 多

户村民走上养殖之路。胡佩儿是为数不
多的女育苗能手。她和丈夫经营的建军
土池育苗场约 40 亩，是梭子蟹的“接
生婆”。梭子蟹土池育苗比“工厂化”
育苗更科学，放苗后更易塘养。

此外，咸祥的淡水养殖也很有特
色。天地生态农庄等上规模的甲鱼养殖
基地有三家。天地生态农庄养殖了 80万
只甲鱼、4万只乌龟。该农庄将养殖与休
闲相结合，形成垂钓、餐饮、休闲一条龙
服务。大嵩江水质清澈，放养了胖头塘鱼
等鱼苗，每年秋冬两季可起捕。

咸祥镇副镇长谢德宝表示，梭子蟹
垂钓节已办了三届，这是将水产养殖与
休闲旅游相结合，通过办节吸引人气，
旨在推进休闲渔业、促进渔民增收。此
外，2017 咸祥海上美食·海鲜节活动
也即将开幕，将通过马拉松赛，带动海
鲜销售，提高咸祥水产品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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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全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上传来
好消息，月湖金汇小镇成功入选第三批浙江省级特色小镇创
建名单，至此，在浙江百个特色小镇的布局中多了海曙元
素。与第三批创建名单一同公布的还有2016年度省级特色小
镇考核结果情况，月湖金汇小镇名列优秀小镇之列。

随着金融“特色小镇”品牌的进一步打响，月湖金汇小
镇得到了越来越多新金融机构的青睐。自去年7月挂牌运营
至今，已有300余家企业入驻金汇小镇，累计注册资金超400
亿元，招商引资势头强劲。

九龙湖紧固件产业：

集群攻坚 转型升级
走进镇海九龙湖的西河村和西经堂村，主干道两边，一家家紧固件生产企业鳞次栉比，运货

卡车往来穿梭，顿时感受到生产的火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块狭小的区域，螺钉、螺柱
等各种小紧固件竟然托起了一个年产值近40亿元的“块状经济”。

“九龙湖的紧固件产量，占到全省的1/8，全国的1/16，堪称中国紧固件之都。”九龙湖镇政府
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九龙湖坚持产业化集群化发展思路，通过加强科技、人才、品牌要素保
障，加大服务力度，力促紧固件企业转型升级，抢占行业发展先机。统计表明，至7月，全镇80余
家紧固件企业实现产值18.33亿元，出口交货值7.63亿元，同比增长达24%。

九龙湖集中酸洗中心工作场景。 （余建文 摄）

月湖金汇小镇一景。（陈朝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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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至10月正是梭子蟹雄蟹最佳上市时间。9月10日，“蟹
天蟹地——你来了”第三届宁波咸祥梭子蟹垂钓节拉开序幕，近
百名游客热情高涨，体验了钓蟹、吃蟹、赛蟹等趣味活动，品味
金秋的独特味道。咸祥镇海岸线有16公里，是鄞州区海岸线最长
的乡镇。全镇海水养殖面积近1万亩，十几年前当地农民通过对
棉地、橘子地、滩涂的挖掘改造，建起大大小小的养殖塘，分布
在芦浦、横山、海南、南头、球山等村。

海曙月湖金汇小镇海曙月湖金汇小镇
百亿级新金融百亿级新金融““特色小镇特色小镇””崭露头角崭露头角

块状经济

市民在梭子蟹养殖基地垂钓。（朱军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