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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润食品生产基地项目基本完工
有望提前 2 个月量产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蟠

龙高新区管委会获悉，原本预

计 6 月建成投产的尚润食品

生产基地项目，目前各项主体

建设以及设备安装已基本完

工，3 月底生产线将实现量

产，比预期提前 2 个多月。

尚润食品生产基地项目

是由宝鸡尚润食品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主要产品包括擀

面皮、油泼辣子、岐山锅盔、

醋粉面皮等食品及副食品，

总投资 700 多万元，厂房占

地 2300 平方米，2 条生产线

全部投产后年产量预计可达

到 1000 万份（张），年产值可

达到 3000 万元。“目前，无菌

生产车间已经建成，厂房内

的专业食品消毒设备，以及

面皮生产、加工、烘干、预包

装等一体化全自动设备基本

安装完毕，还有部分正在调

试阶段，预计 3 月底就能够

实现全面投产。”项目负责人

张学斌介绍说，项目开工建

设以来，蟠龙高新区管委会

工作人员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从筹建到各项证照手续办理，

再到水、电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等，一旦遇到问题都有专人联

系解决，这让整个项目建设驶

入了“快车道”，预计 3 月底

就能全面投产，比原预期可

提前 2 个多月。

据介绍，在蟠龙高新区，

我市正在建设的宝鸡面皮产

业园以独特的地理优势、良

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不少

食品企业在这里投资发展。

未来，这里将形成一个集面

皮加工、技术培训、配送销

售、文化传播等为一体的宝

鸡面皮全产业链，带动宝鸡

美食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李晓菲

声光预警自动刹车 智能监测保障安全
宝鸡臻叡智能科技公司汽车智能紧急制动系统即将投产

本报讯 近日，在宝鸡臻

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里，员工

们正在仔细地调试各项生产

设备，为项目全面投产做充分

准备。据了解，由该公司投资

建设的汽车智能紧急制动系

统项目 4 月将全面投产，预计

今年产量可达一万多台（套）。

宝鸡臻叡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汽车紧急

制动系统研发、制造及销售

的企业。公司在我市蟠龙高

新区投资建设的汽车智能紧

急制动系统项目，总投资 500

万元，总建筑面积 2164 平方

米，主要进行汽车智能自动驾

驶制动系统设备的研发、实验

和生产。据了解，公司研发的

汽车智能紧急制动系统包括

防撞预警功能和防撞紧急制

动功能，当车辆行驶过程中与

前方车辆或障碍物小于安全

距离参数时，系统会通过声光

进行预警，并限制车辆动力输

出，提醒驾驶员采取措施。预

警提示后，若驾驶员仍未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系统将自

动启动紧急制动，使车辆减

速以实现防撞功能。该系统

还具有自动屏蔽功能、道路

防偏离功能、前车启动提醒

功能、倒车防碰撞预警和主

动刹车功能等，切实保障驾

驶人员出行安全。

“目前，公司的厂房等所

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全面完

工，正在对生产设备进行调

试，包装设计等准备工作也在

同期进行中。”该公司项目负

责人张群力介绍说，预计下个

月，后续工作完工后，企业各

条生产线将全面投产，今年产

量估计可达一万多台（套）。 

本报记者 李晓菲

蟠龙·观山堂项目:

一期预计明年底交付使用
本报讯 2 月 28 日，记者

从蟠龙高新区管委会获悉，目

前蟠龙·观山堂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2 号楼、5 号楼桩基

施工已完成，一期项目预计

2022 年底交付使用。

蟠龙·观山堂是一个高

品质生态住宅项目，位于蟠龙

高新区龙翔大道以南、城市运

动公园以东，占地 25 万平方

米，总投资 20 亿元，项目分

三期施工建设，整个工程预计

2025 年全部建成交付使用。

该项目是聚旺控股集团的又

一力作，采用装配式钢结构方

式建造，全精修交付，与城市

运动公园融为一体，环境优

美。整个项目采用分级组团、

三维错落布局、公园景观渗透

的设计理念，组团之间有美丽

的景观，各个组团中心可串联

成完整的景观轴线。

蟠龙·观山堂项目不仅布

局精巧、环境优美，配套设施

也非常完善。该项目不仅会配

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

务站、文化活动中心、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等基础

设施，还将建设游泳馆、乒乓

球馆、羽毛球馆、健身房、搏击

馆、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

学习中心、展示大厅、民宿接

待处、接待大厅、VIP更衣室、

更衣室及公共空间等，力求让

追求品质生活的人群获得理

想居所。  本报记者  邵菲菲

中北路 ：

完成雨污水管道安装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蟠

龙高新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上获悉，基础设施类项

目中北路建设项目已开始施

工，目前已完成雨污水管道

安装，预计年内建成投用。中

北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蟠龙高新区道路交通网络，

拓展城市空间。

“这条路修好后，我们出

行就更加方便了！”2月 23

日，记者在蟠龙高新区中北路

建设项目现场看到，雨污水管

道已经安装完成，给水、再生

水管道的安装工作正在进行

中。据蟠龙高新区住建局工作

人员介绍，中北路长513米、宽

24米，总投资1600万元。道路

按照城市支路标准建设，配套

雨污水管网、给水管网、再生

水管网、电力通信管网、交通

照明设施及绿化景观等。

别看这条路仅有 513 米

长，却在蟠龙高新区的交通

网络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记

者了解到，中北路位于龙翔

大道以北、晓光大道以南，是

连接龙翔大道与晓光大道的

重要通道。龙翔大道上有陕

西中北专修学院、宝鸡方塘

中学等学校，以前学校师生

前往蟠龙花谷、晓光大道、西

坪大道等地，需要通过龙翔

大道向西走到龙腾路绕行，

中北路建成投用后就可以经

此路到晓光大道等地，不再

绕行。

本报记者 李一珂

味司农智能设备生产线 ：

7月底建成投产
本 报 讯 近日，笔者从

蟠龙高新区管委会了解到，

味司农智能设备生产线建设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预计今

年 7 月底建成投产，年产值

6800 万元。

味司农智能设备生产线

建设项目位于蟠龙高新技术

创业服务中心，由陕西味司

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总投资约 1100 万元，建

设面积 1904 平方米。据该公

司总经理翟辉介绍，从 2016

年开始，公司联合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西安航天发动机

厂等科研单位，依托陕西高

校资源和国内先进的专业技

术团队，共同开展智能设备

研发。经过 4 年多的潜心研

制，设备从最初“无厨师、无

收银员、无服务员”模式的

“智能煮售面机”，更新至集

多种美食制售于一体的“智

能售餐机”。目前，该设备在

北京、深圳、西安、厦门、三亚

等城市广泛投放，受到消费

者的好评。

为了让智能设备实现

数字化管理，陕西味司农公

司计划建立集智能售餐设备

软硬件研发中心、后台运营

管理中心、云计算于一体的

智能研发总部，并新建味司

农智能设备生产线。蟠龙高

新区获知这一信息后，多次

派人登门拜访，最终该公司

被《宝鸡市支持总部企业发

展十条政策》及蟠龙高新区

的优惠政策打动，决定在宝

鸡建设味司农智能设备生产

线。为让该生产线尽快建成

投产，蟠龙高新区不仅协助

企业完成环评、立项等相关

工作，还派专人全程跟踪协

调，解决企业在用水、用电

等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

题，使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温瑶瑶）

不负春光建设忙
春回大地，蟠龙高新区处处洋溢着大干快上的气氛。今年

初，蟠龙高新区集中开工了一批重点项目。连日来，一个个项

目马力全开，工人们加班加点，各条生产线加紧安装调试，全

力以赴搞建设，各个项目均取得了新进展。

施工现场

工作人员在调试设备

工人在测试设备

技术人员在调试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