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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与优势车企合作，

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加速升级

换代步伐，法士特液力缓速器轻

量化智能工厂正在建设；推进五

丈原污水处理厂、管网工程、道

路等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产业和区位优势俱佳的

蔡家坡，在产业链上延展生机，

在盘活资源上不遗余力：近日，

市考核委员会对 2021 年第一季

度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进行

通报，蔡家坡经开区在全市 11

个开发区（园区）中综合得分位

列第一，1-3 月实现经济总量

26.81 亿元，同比增长 28.1%。

5 月 28 日，中集车辆（陕

西）汽车有限公司落户蔡家坡

经开区，这是中集车辆与陕汽

集团强强联手的重要成果，助

力陕汽更好联通、利用好国内

国际市场和资源，实现双轮驱

动，也是蔡家坡经开区打造中

国西部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基

地、丝路汽车名城的又一力作。

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来，

国内重卡及商用车市场需求迎

来快速增长。蔡家坡经开区抓住

汽车行业强劲增长的发展机遇，

围绕汽车产业延链补链，支持陕

汽商用车、汉德车桥、秦达专用

车等企业增产扩能，提高汽车零

部件本地配套率。像陕汽商用车

投资 2000 余万元，正在建设一

条经济、高效、绿色、智能的涂装

生产线，力求提升公司整体工艺

水平，降成本，实现集约化生产。

正因为这些龙头企业的带动，

69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经

营状况良好，一季度汽车制造业

产值增长 60.1%，占经开区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87.1%，工业

产值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补发展短板。蔡家坡经开区强

力推动五丈原污水处理厂及管

网工程、大源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工程和曹五路、汽车大道

东段、站前大道东段、汉德路北

段、宝华与汉德物流专用通道

等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记者了解到，这些项目建

设进展顺利，部分项目已建成

投用，推动了经济要素高效流

动，提升了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当前蔡家坡经开区全员上

阵抓招商，围绕产业链做文章，

并且加快土地报批工作，切实

保障重点项目用地，依托汽车

零部件产业园和百万平方米标

准化厂房，招引了一批项目陆续

落地。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实现

经济总量 26.81 亿元，同比增

长 28.1%，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5%。      本报记者 魏薇

汉德车桥生产线

蔡家坡经开区一季度——

33户汽车制造企业
产值大幅增长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蔡家坡经开区管委会

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区汽车制造企业积极加强

技术改造、扩大产能，助推汽车及零部件企业高

质量发展。一季度，全区 33 户汽车制造业企业产

值同比增长 60.1%。汽车产业产值增效从何而

来？这得益于蔡家坡经开区汽车产业增产扩能

的推进作用。

今年以来，蔡家坡经开区以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是冲刺的状态，全力以赴加快建设中国西

部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基地和丝路汽车名城，不仅

坚持“保姆式”服务理念，以“联企助企”帮扶为抓

手，推动政府服务职能下沉，协调解决企业生产

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及问题，助力企业发展 ；同时

还围绕汽车产业延链补链，支持陕汽商用车、汉

德车桥等企业增产扩能，全面释放产能，进一步

提高汽车零部件本地配套率。在陕汽商用车、汉

德车桥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全区 33 户汽车制

造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60.1%。

值得一提的是，汉德车桥宝鸡板块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就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投资计划，今年

初累计投资超 1 亿元，新建了 6 条自动化生产线，

有效保证了产能补充。5 月 31 日，笔者在该公司

生产车间看到，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几名工人正在查看生产线的运行情况（见上图）。

“自动化生产线投产后，不仅减少了人力，提升了

自动化水平，还扩大了产能。”据汉德车桥相关负

责人介绍，他们不仅提前布局扩产能，还对现有

的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降低人员的参与度，

生产线可连续工作，确保产能的持续发挥，减少

产品质量风险。据统计，一季度，汉德车桥宝鸡板

块实现产量 19.4 万根，同比增长 117% ；实现产

值 18.7 亿元，同比增长 113%。

      （温瑶瑶）
今年以来，蔡家坡经开区围绕汽

车产业做足补链强链延链招商基本

功，引来诸多企业了解在蔡家坡投资

的利好，这种研究产业链实施专业招

商的态势，取得成效：截至 5月末，蔡

家坡经开区完成到位资金 73.46 亿

元，其中，省际到位资金 57.81 亿元，

外资 1200 万美元。

“德国企业真是严谨，来调研了解

汽车产业的配套需求，落地政策，和我

们联系有两年半时间，这个过程也促

使我们提高招商本领，保证用专业能

力来服务好客商。”日前，蔡家坡经开

区招商服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

提高汽车产业的本地配套率，他们从

2019 年起，通过陕汽，对接了德国福

士集团，希望能在汽车管路及连接技

术上，弥补本地产业链上的空缺。据了

解，福士集团是德国管路连接技术的

隐形冠军，是气制动快插、燃油管路、

SCR管理及热管理管路的行业领导

者，向全球约 300客户工厂供货，目前

在中国仅济南有其生产项目。

因为看重蔡家坡经开区的汽车产

业优势、区位优势及与陕汽的合作底

子，福士集团有来蔡家坡投资的意向。

蔡家坡经开区的负责同志，两年间多

次邀请企业负责人来考察，双方就本

地汽车产业发展环境、百万平方米标

准化厂房、汽车快插接头及管路总成

生产线项目等有关事宜进行了深入交

流，并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为了坚定企业的投资决心，蔡家

坡经开区招商服务局工作人员，从厂

房租赁、税费享受、环保审核等多个环

节，与市县发改、环保、税务等部门多

次进行政策咨询和事项办理，就企业

提出的需求，进行逐项“解题”，让企业

看到了实打实的推进效果。

目前，德国福士集团已交纳标准

化厂房租赁预付款，蔡家坡经开区招

商局配合企业正在办理外资企业预用

名、公司注册等工作，企业在准备项目

环评报告书，其余各项推进工作也在

有序开展。

招引福士集团的实践，是蔡家坡

经开区开展专业招商工作的一个缩影。

从延链补链角度看，蔡家坡经开区整车

制造优势明显，但目前本地配套率还不

高，尤其像汽车发动机、电子电路等产

业还存在本地配套的空白，需要进一步

在这方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今年蔡家坡经开区实施全员招商

战略，主攻汽车产业，招大引强。年产

2万辆专用车生产项目，由陕西汽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集车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

10亿元；联东U谷·宝鸡蔡家坡智能

制造科技产业园项目，由北京联东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约 10亿元，主要建设科技研发区、高

端制造区、企业总部区、产业配套区等

产业成长平台。汉德车桥宝鸡新基地

（二期）建设项目，由陕西汉德车桥有

限公司投资 4.15亿元，新建 9条机加

线、2条装配线、1条涂装生产线，搬

迁部分机加生产线……

蔡家坡经开区紧盯重点，主动服

务。目前，正在实施的省级重点项目分

别是：华强公司投资 21亿元年产 30

万辆（份）汽车零部件产业新基地项

目，一期 25000 平方米铸造车间正在

建设，设备已订购，6月底厂房将封顶，

设备基础开挖，计划 12月生产线试运

营，2022年 1月正式投产；陕西法士

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55940

万元液力缓速器轻量化智能工厂建

设项目，备案已完成，正在办理土地手

续，开始基础建设。

蔡家坡经开区树立“项目为王”

理念，发挥“店小二”服务精神，创新

理念、专业招商，截至 5 月底，累计

引进招商引资项目 80 个，其中，续

建项目 5 个、新建项目 75 个，新引

进亿元以上产业化项目 47 个，实现

到位资金 73.46 亿元，省际到位资

金 57.81 亿元，分别占年度任务的

52.1% 和 47.4%。

全程跟踪督办
集中破解难题
蔡家坡经开区让企业办事更快捷

温瑶瑶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市场主

体集聚的磁石。一季度，蔡家坡经开

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走

心服务，引来 58 个项目。中集车辆

（陕西）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东

说 ：“在蔡家坡投资，最打动我的是

他们贴心周到的服务和创新支持。”

今年以来，蔡家坡经开区深化

“放管服”等重点领域改革，严格落

实重点项目包抓责任制，安排专人

到项目现场和企业一线，通过全程

跟踪督办、提供业务指导等方式，积

极主动为企业提供“店小二式”服

务，全面梳理企业发展中的需求和

痛点，集中破解难题，用良好的营商

环境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在蔡家坡经

开区投资建设。“上半年是公司总部

筹备上市的关键时期，公司需要提

供一系列合法合规证明，多亏了蔡

家坡经开区的积极协调和帮助，让

我如期完成了总公司上市的相关工

作。”宝鸡正和车身有限公司总经理

毕文富告诉笔者，蔡家坡经开区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帮助协调，主

动出具推荐函，并联系相关部门，让

企业办事更加顺利、快捷。

好环境必然吸引来好项目。近

日，由中集车辆与陕汽集团共同投

资成立的中集车辆（陕西）汽车有限

公司（简称陕西中集）开业，陕西中

集为何对蔡家坡经开区情有独钟？

中集车辆携手陕汽集团将陕西中集

落地蔡家坡经开区，其目标在于充

分发挥中集车辆先进技术、全球化

运营优势，以及陕汽集团强大的品

牌实力和渠道资源，共同在西北地

区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专用车生产基

地，推动我国专用车行业向整车交

付、高端制造方向迈进。同时，还在

于蔡家坡经开区管委会干部的贴心

服务。

当天，笔者在陕西中集生产车

间看到，工人们正在对激光切割设

备、大型压型设备、自动化柔性工作

岛焊接生产线进行改造。“为了确保

项目按期投产，管委会主要领导带

领招商人员多次到企业调研，并制

定工作台账，用心解决公司在土地

办证、电力增容、交通疏导、优惠政

策等方面的问题，这让我感到舒心、

安心。”闫东说，为了解决占用土地

手续办理，管委会对于土地遗留问

题，特事特办，仅用 2 个月时间就完

成了 449 亩土地证办理工作，使企

业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生产

经营，解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栽植树木种花草
汽车产业园扩大绿化面积

本报讯 近日，蔡家坡经开区园林养护人员

给曹五路两旁的七叶树、樱花、红叶石楠浇水（见
上图），“喝足”水后的七叶树绿意盎然。据了解，

今年蔡家坡经开区自开展道路绿化提升工程以

来，共栽植七叶树、樱花、丛生紫薇等乔木 740 余

株，栽植金边麦冬、红叶石楠等 7000 平方米。

随着陕汽商用车、汉德车桥等项目汇聚蔡家

坡经开区，一个具有特色的汽车产业集群已经形

成。说起工业园区，不少人印象是充斥着工业机械

的轰鸣声、设备的喧闹声，入耳皆是人声嘈杂、入

眼皆是环境不堪。然而，走进蔡家坡经开区汽车产

业园区，满眼皆是绿，处处是风景。5 月 31 日，笔

者分别在蔡家坡经开区曹五路、轩德路、汉德路、

站前大道等主次干道看到，园林养护人员正在对

路边的绿植进行浇灌。据介绍，为了持续做好汽车

产业园区道路绿化提升，今年以来，蔡家坡经开区

对辖区道路绿化进行了植绿、升档，轩德路、汉德

路、站前大道作为汽车产业园的主干道，成为园区

绿化提升工作的重点，道路两旁栽植了七叶树、樱

花、丛生紫薇、丛生紫荆等。

据了解，为了加强养护，蔡家坡经开区采取人

车结合的方式进行灌溉，累计出动养护浇灌车辆

80 多辆。据蔡家坡经开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绿化提升，不仅能有效改善汽车产业园的整

体绿化效果，还将进一步美化、优化园区的生产生

活环境。

       （温瑶瑶）

围绕汽车制造延伸产业链
今年前3个月蔡家坡经开区实现经济总量26.81亿元

蔡家坡经开区 ：

专业招商引来项目80个
本报记者 魏薇

蔡家坡经开区招商人员到福士集团考察

推动宝鸡高质量发展  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

智能化控制装配生产线改造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