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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报业企

园园 地地

“三服务”在一线

叶旭东报道 国家电
投集团荆门高新区天然气
多联供项目第二套机组72+
24h 试运行于近日顺利完
成，标志着该项目整体建设
完成并进入商业运营。该
项目采用 2套 SGT-800 燃
机联合循环机组，杭汽轮股
份公司负责燃机发电机组、
汽轮机发电机组主机设备
的成套供货以及现场安装
调试指导服务工作。

国家电投荆门项目采
用冷热电多联供的方式为
电网及周边产业园区提供
清洁的电力以及高品质蒸
汽，投运后将为国家电投荆
门绿动能源有限公司带来
可观的经济效益。

国家电投荆门项目是
湖北省荆门市首批复工的
企业，由于项目地点位于湖

北，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整个项目的复工时间推迟，
工期变得紧张。复工之初，
杭汽轮股份公司克服交通
及出行手续办理的不便，迅
速赶赴荆门开展工作。现
场服务当中，杭汽轮团队在
做好防护工作的同时发扬
艰苦奋斗的精神，加班加
点、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既定
的项目任务。

国家电投荆门项目的
投运是杭汽轮深耕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领域的又一重
大成果，也是继昆山协鑫
项 目 后 与 西 门 子 携 手
SGT-800燃机合作的又一
个项目投运。项目的顺利
投运将进一步为杭汽轮在
燃机市场的开拓积累丰富
的经验，也将为夯实燃机国
产化基础作出贡献。

本报讯 记者胡翀报道 日
前，省经信厅公布了2020年1~5
月浙江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运行
监测分析。分析显示，前5个月我
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多项数据领
跑全国，特别是5月份，行业运行
数据继续呈现恢复状态，收入和
利润实现双回升。

数据显示，1~5月我省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在产业规模、利润总
额、龙头企业业绩等主要统计指标
上都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

产业规模上，1~5月全省实现

软件业务收入2667.2亿元，同比增
长11.0%。其中，5月份全省软件
业务收入增速较1~4月上升4.6个
百分点，回升态势明显。产业规模
位列全国第四，增速在全国规模前
十省市中仅次于天津，位列第二。

利润总额上，1~5月全省软件
企业实现利润514.1亿元，同比下
滑 4.8 个百分点，降幅进一步收
窄，较1~4月回升5.4个百分点。
从全国范围来看，全省利润总额
占全国的16.0%，仅次于广东省，
居 全 国 第 二 ；销 售 利 润 率 为

19.3%，居全国第一。不仅如此，5
月份我省软件二十强企业延续了
4月份以来的良好发展态势，软件
业务收入平稳增长，利润总额持
续回升。1~5月，二十强企业累计
实现软件业务收入1200.6亿元，
同比增长5.7%，增速较1~4月上
升 1.3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421.4亿元，同比下降12.3%，降幅
较1~4月收窄4.4个百分点。

省经信厅软件与集成电路产
业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数据指
标反映出当前我省整个软件和信

息服务行业运行的特点，主要表现
在软件产品收入实现正增长，软件
信息服务增长态势良好，重点城市
产业规模和效益持续回升等方面。

1~5月，全省实现软件产品收
入716.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速首次由负转正；1~5月，全省信
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 1711.7 亿
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全国9
个百分点，增长态势良好，是推动
全省软件业务收入增长的主动
力；1~5月，杭州、宁波等我省软件
产业集聚地区，软件产业规模和

效益均持续回升。杭州实现软件
业务收入2272.1亿元，同比增长
11.6%，增速较1~4月上升5.5个
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479.2 亿
元，同比下降4.7%，降幅较1~4月
收窄5.6个百分点，产业规模和利
润总额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
均居深圳之后，位列第二；宁波实
现软件业务收入303.0亿元，同比
增长8.3%，增速较1~4月上升3.9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23.6亿
元，同比增长3.0%，增幅较1~！4
月上升0.7个百分点。

通讯员邱琳敏报道 工艺品
是小物件，却是台州拿得出手的
一张“名片”。尤其在拥有“中国工
艺礼品之都”和“中国工艺礼品城”
两张国家级名片的仙居县，工艺品
产业是当地工业经济支柱产业之
一，目前拥有600多家生产型企
业，从业人员约4.5万人，产品远
销近150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工
艺品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包括仙居在内，台州各地生
产的工艺品大多以出口为主。然
而，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外贸缩水，
昔日热闹的工艺品市场略显冷清，
订单延迟、取消、减少等现象屡屡
发生。下半年伊始，市场有所回
暖，但外贸形势依旧不明朗，如何
稳住市场，是摆在企业面前的一
大问题。

今年圣诞订单“姗姗来迟”

圣诞节是欧美国家一年中最
重要的传统节日，也点燃了台州
工艺品的商机。对于台州大量从
事节日性消费工艺品生产的企业
而言，圣诞订单是一年生产活动

中的重头戏。然而，今年的圣诞
订单却来得有些迟。

“往年，我们公司二三月份开
始就会有圣诞订单陆续进来，四
五月份是圣诞订单集中下单的时
候，8月底就该收尾了。但今年情
况有些变化。”黄岩一家工贸有限
公司负责人杨先生说。

圣诞订单“姗姗来迟”，并非
个例。笔者从仙居县工艺美术行
业协会了解到，受国外疫情影响，
国外客商下单较为谨慎，下单时
间有所推迟。

而部分如期接到圣诞订单的
企业，又面临着客户要求延期交
付的问题。

仙居齐鸣工艺厂就是其中
一家。该公司负责人张建洪介
绍，他们合作的外国客商体量都
比较大，客源相对稳定，今年的
圣诞订单接单期和去年差不多，
四五月份就开始生产圣诞订
单。但令他烦恼的是，在国外疫
情影响下，海运船期变得紧张，
部分客商主动要求延期发货，从
而导致不少订单接单、生产、发

货的完成周期从原来的40天左
右延长到60天左右，这给公司资
金流通和厂房库存带来了压
力。“一般来说，我们在出货后的
一个月会收到货款，可出货时间
延迟了，货款到款时间就会推
迟，资金流通压力就增加了。而
且延期发货，产品只能堆放在厂
房里，这也降低了厂房利用率。”
张建洪说。

7月市场有所回暖

圣诞订单延迟，仅仅是市场
下行的一个反映。由于台州工艺
品以出口为主，受国外疫情影响，今
年上半年，工艺品销量受到冲击。

作为仙居工艺品行业的龙头
企业，仙居奋达工艺股份有限公
司对此感受明显。该公司生产沟
通方面的负责人郑英华说，2月至
5月，公司产能下降。与去年相
比，产值差不多下降了 10%到
20%。

幸好，市场没有一直处于疲
态，国外市场正逐步恢复运转。

“7月份开始，客户下的急单

变多了。”郑英华说，按照出口时
间来算，公司目前7月的订单额
能达到1500万元。

同样，这段时间，随着订单陆
续涌入，仙居齐鸣工艺厂里也是
一片忙碌的景象。张建洪说，按
照往年，现在就差不多是圣诞订
单的收尾季。但今年差不多要一
直忙到8月底。同时，随着疫情
趋稳，一些之前被要求延迟交货
的订单，也陆续恢复发货。“这几
天，我们集中发了22个集装箱的
货。”张建洪介绍道。

多措并举稳市场

7月初工艺品市场显现回暖
迹象，一些企业忙着“回血”，也算
是给下半年开了个好头。

“下半年能稳住就行了。”张
建洪说，自去年开发新产品后，他
们原本预计今年能增加一千多万
元的营业额，但当前国外疫情仍
在蔓延，他们还不能百分百确定
客商的下单意愿，只希望能保住
业绩。

稳外贸有压力，但为了保市

场，不少企业也是“动作”不断，纷
纷迎难而上。

仙居一家工贸一体化的工艺
品企业就从产品创新上着手，以
新产品、新设计吸引客商。同时，
该公司还制订了一个计划：如果
下半年的广交会不能在线下举
行，他们将通过视频形式将新产
品展示给一两百个客户，以此增
强客户下单意愿。

在保证公司生产前提下，仙
居奋达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还通过
机器换人、缩减管理费等形式控
制生产成本，从而让利客户。“我
们和客户是发展共同体。客户需
要考虑价格，我们就在价格上给
予优惠。”郑英华说，同时他们也
准备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不同类型
的产品，并拓宽销售渠道。

另外，由于线下交易不便，
“奋达工艺”还转而发力线上市
场。“去年，我们就已涉足线上市
场，但动作较小。今年四五月份，
我们开始加大动作，还参加了‘线
上’广交会，估计下半年，线上市场
能迎来爆发式增长。”郑英华说。

发力线上市场 拓宽销售渠道

台州工艺品企业迎难而上

1~5月我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利润双回升

多项数据领跑全国！

“强强联合”建设企业“最强大脑”

嘉兴市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杭汽轮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领域
又一项目投入商业运营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为持
续深化检验检测服务“最多跑一
次”改革，更好地满足广大中小
微企业检验检测公共服务需求，
近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43家国
家质检中心整体入驻“浙里检”
平台，为企业提供在线委托下
单、物流上门取样、检验进度跟
踪、报告下载打印等“一站式”服
务。

此次“浙里检”平台上线“国
家质检中心”模块，共入库检验
检测能力数据38604项，覆盖了
食品、机电、化工、建材、纺织、
皮革、高端装备制造等我省主导
产业，企业“足不出户”可享受

“国家级”检验检测品质与服务。
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监管系

统国家质检中心共计50家，其
中正式成立 43 家，在建 7 家。
43 家正式成立的国家质检中
心，共有检验检测实验室面积

25 万平方米、仪器设备原值
14.3 亿元；专业技术人员 1322
名，其中正高级职称66名、副高
级职称381名、博士52名；通过
实验室资质认定项目27213项，
通过认可的国际或国外标准
3328个，承担国家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秘书处7个。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浙
里检”平台发挥信息归集全面、

“零接触”的优势，适时推出“防
疫物资专栏”“防疫物资免费检
通道”和“复工复产企业半价检
通道”，推动185家开放实验室
入驻平台提供在线服务，全力支
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截至目前，“浙里检”平台累
计访问量超过300万次，入驻检
验机构371家，发布服务方案近
5400 个。服务范围覆盖长三
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江
经济带等我国经济活跃区域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本报讯 记者杜成敏报道 日
前，嘉兴市技术创新联盟在嘉兴
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成立，6家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企业，会
同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及
其他相关机构等150家成员单位
一起，组建成一个“强强联合”的
技术创新大家庭。加西贝拉压缩
机有限公司当选联盟第一届理事
长单位。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是
目前全球单一地区最大的冰箱压
缩机研发制造企业。早在 2011
年，公司就拥有了嘉兴市首家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每年技术研发专
利数量达70余项。公司副总经理
熊文华表示：“今后，加西贝拉除了
继续做好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工
作，还将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共享
技术研发、创新成果，与成员一起
共同推进全市企业的技术创新工
作。”

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支撑。因此，企业技术
中心相当于企业创新体系的“最强
大脑”。

截至目前，嘉兴市共有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6家，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10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514家。2019年，全市规上工业
总产值达10346.7亿元，其中新产
品产值4332.0亿元，新产品产值
率为41.9%，列全省第三。

但是，在嘉兴市企业技术中心
建设工作中，仍存在龙头企业带动
力不强，部分企业积极性不高，重
认定轻建设的现象。

“目前较为严重的一种现象
是，企业重视技术中心认定，一旦
被认定后，就放松了对技术中心的
建设，运行一段时间后，个别指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企业的技术

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建设，还停留
在原来的状态。”嘉兴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副局长姚中华表示。

而此次嘉兴市技术创新联盟
的成立，就旨在整合嘉兴市内外的
技术资源，破解企业技术中心重认
定轻建设问题，促进企业之间协同
创新合作，加快国产替代进口，开
展企业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首
台（套）研制、单项冠军培育、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项目申报培训等工
作，推动联盟内部形成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服务于嘉兴市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
当天，与联盟同时成立的还

有嘉兴市经信局与嘉兴南洋职
业技术学院共建的产教协同发
展中心。该中心除了承担嘉兴
市技术创新联盟秘书处相应职
能外，还将整合“政、产、企、校”
四方资源，统筹、协调和管理嘉
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
项目等工作，以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
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质量，不断增加职业教育服
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力。

德华报王海霞报道 高
考前夕，在兔宝宝橱衣柜公
司上班的朱红亚接到女儿的
电话，女儿在电话那头开心
地说：“妈妈，你们公司真好，
给我送红包来了！”

朱红亚女儿之前在德清
县新市职业高级中学读高
三，和朱红亚女儿一样享受
德华慰问金的，还有20名公
司员工的子女。

“谢谢你们，给儿子高
考加油鼓劲，不仅有精神
激励，还有红包，希望儿子
顺 利 发 挥 ，考 出 理 想 成
绩！”来自兔宝宝装饰材料

销售公司工装业务部的沈
建儿，对之前前去德清一
中看望儿子的公司慰问组
表示由衷感谢。

7月初，慰问组先后前往
德清一中、德清高级中学、求
是高中等学校，鼓励学生们
在最后时间轻装上阵，发挥
出应有水平，努力考取心目
中理想的学校。在外地就读
高三的学生父母也领到了公
司专门发放的慰问金。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7年慰问高三学子，共有
142名员工子女得到了关爱。

杭钢报余一卿报道 近
日，杭钢集团主体信用等级
被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
资服务有限公司评定为
AAA 级，评级展望为“稳
定”，稳居国内国有企业信
用第一梯队。

自半山钢铁基地关停
后，集团公司积极探索转型
升级发展新路径，实施“四
轮驱动、创新高地”发展战
略，构建“2+2”产业架构，做
强做优钢铁制造及金属贸
易产业，主攻节能环保产
业，培育数字经济、技术创
新服务产业。近三年来，各
业务板块生产经营均保持

良好的发展态势。
继2018年11月信用等

级提升后，集团公司主体信
用等级再次评定为AAA级，
这既是资本市场对杭钢转型
升级以来发展战略、经营成
果、管理水平、风险控制、企
业信用水平等各方面综合素
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杭钢
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

杭钢集团将以此为契
机，充分利用评级优势，创
新融资方式，优化融资结
构，降低融资成本，为继续
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

“十四五”发展新蓝图提供
有力支持。

杭钢集团主体信用评级
再获AAA最高评级

德华集团7年慰问
142名高三学子

去年以来，台州市鼓励企
业物流运输走水路，推动玉
环大麦屿港区、温岭龙门港
区与宁波港、温州金洋码头

实现“天天班”，降低企业物
流成本。今年上半年，温岭
龙门港集装箱和散杂货吞吐
量同比增长 7%以上。图为一

艘外贸货轮在温岭龙门港码
头吊装集装箱。

通讯员刘振清 摄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近日，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举
行了“奋战四个月，打赢攻坚战”
立功竞赛表彰大会。主通道建
设指挥部为各参建单位和个人
发放了400余万元奖金。奖金
与竞赛单位节点工程完成量挂
钩，在全线形成“比学赶超”的浓
厚氛围，助推工程建设提速提
效。

“通过立功竞赛活动，舟岱
大桥3标段不仅把因为疫情耽搁
掉的时间赶回来了，还保质保量，
比预定的工期提前一个月完成。
所以，该标段是这次获奖最多的，
我们给3标段项目经理个人奖励
9万多元。”省交通集团宁波舟山
港主通道常务副总指挥吴波明
说。

“为了早日完成工程节点，
我们在快速复工、增加设备投入
的基础上，放弃了所有节假日，
工作中每一道环节、工序都非常
紧凑，还开展了内部立功竞赛，
所以取得了满意成果。”3标段项

目经理吴乾坤道出了艰辛过程。
据了解，此前，主通道建设

指挥部给各参建单位发放的立
功竞赛奖金曾出现“打折”发放
给一线参建人员的情况，挫伤一
线工人的积极性。为保障参建
人员权益，主通道建设指挥部明
确“奖金未全额发放到位，从工
程款扣回”。

据悉，主通道项目开工伊
始，围绕“建成百年品质大桥、打
造一流建设品牌”中心任务，聚
焦基层班组深入开展“两美”浙
江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以竞赛实
效助推工程高质量建设。

舟岱大桥计划于 2021 年
底全线建成，2020年是主通道
项目的攻坚之年。主通道指挥
部按照节点工程作战图组织开
展了“奋战四个月，打赢攻坚
战”立功竞赛，不断掀起施工大
干高潮。今年 1~6 月，宁波舟
山 港 主 通 道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15.413亿元，圆满完成攻坚战目
标。

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立功竞赛放大招

真金白银奖给
参建单位及个人

企业“足不出户”可享受“国家级”检验检测

43家国家质检中心
入驻“浙里检”

水运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