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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链上加好友  做大钛集群
——我市围绕产业链招商做大钛及钛合金产业集群纪实

从“两弹一星”到“嫦娥登月”工

程，从C919 大飞机到万米深潜器载

人球舱，从苹果手机的钛螺丝到植

入人体的钛关节，都有“宝鸡钛”的

身影。钛是太空金属，被称为 21 世

纪金属。宝鸡没有钛矿资源，为什么

钛及钛合金产业规模能做到全国最

大、世界第二？

答案只有一个，宝鸡各级招商

部门凝心聚力，创新方式方法，专注

于围绕钛及钛合金产业链不断强链

延链补链，终于打造出一条钛及钛

合金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全产

业链条。前不久，宝鸡钛及钛合金产

业被确定为国家“先进结构材料产

业集群”发展工程，被陕西省确定为

“重点产业领域的23条重点产业链”

之一。目前，这个产业集群总产值直

奔千亿元规模。

云上招商

龙头来企业聚

在产业集群的天空，不但要有

“繁星闪烁”，还要有“一轮明月”。

宝鸡钛产业始于 1965 年建设的

宝钛集团，经过 50 多年发展，宝鸡

形成我国最大的以钛及钛合金为主

的专业化稀有金属生产科研基地，先

后为我国国防军工、尖端科技承担

8000 多项新材料试制生产任务，取

得重大科技成果 600 多项，产业规模

居全国之首、世界第二。然而，宝鸡钛

及钛合金产业主要集中在军工方面，

民品领域则是薄弱环节。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

地方的招商工作按下“暂停键”，但

是宝鸡市招商局提出在网上开辟招

商新阵地，创新开展屏对屏、云签

约，实现精准招商，确保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不断链、不掉线。

当年 2 月，陈仓区招商局委托

第三方机构寻觅招商信息，听说世

界 500 强企业正威国际集团想在西

部投资，招商人员一边通过电话、微

信、QQ 等平台与正威集团联系，一

边迅速将信息反馈给市、区主要领

导。双方首先在网上开展充分交流，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宝鸡市级

领导带队三赴深圳招商，向正威国

际集团抛出“橄榄枝”，终于用诚心、

耐心、热心和信心感动了客商。当年

12 月，总投资 200 亿元的正威宝鸡

新材料科技城项目落户宝鸡。这一

龙头企业入驻，填补了宝鸡钛产业

在民用、医用等方面的空白，完善了

产业链，“一轮明月”照亮了钛及钛

合金产业民品的天空。

目前，宝鸡钛及钛合金产业招商

在发挥现有资源优势、生产要素配

置基础上，补链强链，提升供给链、

价值链，形成一个金字塔往上的子

系统、分系统、总装单位的高端钛产

业聚集区。今年全市谋划储备钛产

业项目 60 余个，全方位开展产业链

招商，同时加快实施新材料产业园、

钛及钛合金航空新材料产业园等一

批重大园区项目。

以商招商

“扶上马送一路”

“10 年前，是宝鸡招商人员将我

们引进钛产业领域，在他们一路扶

持下，我们从‘门外汉’，变成行业领

军的‘小巨人’。”宝鸡拓普达钛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勇锦说起当年落户

宝鸡的经历，对宝鸡高新区招商人

员充满感激之情。

2010 年，福建人王勇锦在商会

朋友的介绍下第一次来到宝鸡，原

本想投资餐饮业，招商人员向他推

介钛产业，还帮助他开展市场调研

与分析。当年，王勇锦果断投资创

建拓普达公司。“我们的第一间厂

房就是宝鸡高新区招商人员帮忙

租的，从注册公司到生产线建成投

产，他们带着我们办理各种手续。

第一批产品生产出来后，他们还帮

我们找销路、开拓市场。”10 多年

来，宝鸡高新区招商人一直关心支

持拓普达公司发展，其间还帮助指

导企业开展校企合作，解决技术难

题。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拓普达

从一个小微企业成长为年销售收

入近亿元的规上企业，如今已是海

洋领域钛及钛合金材料应用的高

新技术企业。

2020 年初，韩国人金洪喜随商

会来宝鸡旅游，当时他在中国某城

市投资了一家电子科技公司，因为

韩国疫情严重，他只能暂时留在中

国。宝鸡招商人员了解到，金洪喜在

韩国取得了钛制品领域制造民生用

品及婴幼儿食品用具的专利，是钛

材料方面的专家，就动员他来宝鸡

发展。

经过实地考察，金洪喜一方面

被宝鸡招商人员的诚意打动，一方

面对宝鸡钛产业规模感到震撼，去

年 6 月，他与扶风县政府签订合同，

当年 7 月注册新公司并动工建设年

产 200 万件钛民生用品及钛制品婴

幼儿食品用具生产基地项目。目前

项目基本建成，已购置生产设备 35

台，开始试生产。

“我们利用商会组织，开展以

商招商，把宝鸡企业在外地的上下

游企业和关联企业招引到宝鸡来，

把我们产业的盘子做大，把链条做

完整。”宝鸡市招商局有关负责人

说，目前宝鸡各类钛企业达 590 余

户，生产钛产品种类 300 余种、规格

5000 余种。很多外地人是通过商会

牵线搭桥来宝鸡投资兴业的。

以情招商

报桑梓创未来

宝鸡是炎帝故里、周秦王朝的

肇始之地，物华天宝，人才辈出。近

年来，从宝鸡走出去的高端人才很

多，有港珠澳大桥的总工程师苏权

科，有固体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侯晓，有农业科学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福锁等。打出“亲情

牌”，让高端人才支持家乡建设，是

宝鸡市招商局近年来招商引资引智

的一记妙招。

激光被称为“最快的刀”“最准

的尺”“最亮的光”，它可以解决新

材料应用中的很多难题。过去，在宝

鸡钛材制造领域，激光应用是一个

空白。

在一次招商活动中，宝鸡高新

区招商人员获悉，当今国内激光领

域最有名的高校是华中科技大学，

其中一位宝鸡籍华科校友是这方面

的专家。在宝鸡高新区领导和招商

人员的反复动员沟通下，这位专家

所在的研究院与宝鸡高新区合作，

创建了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西北区域中心。

近年来，中心与宝钛集团合作，

解决了钛材表面光线反射出现光污

染的问题；与宝桥合作，用激光熔覆

取代传统的电刷镀工艺 ；与宝鸡钢

管合作，解决了管材在线成形焊接

的工艺难题 ；与通力汽车合作，用

激光切割技术，解决了驾驶室材料

硬度高很难一次成形的问题……目

前，该中心与我市多家钛及钛合金

装备制造企业合作，采用激光清洗、

打标、切割、焊接、表面处理等技术，

已完成 80 余项工艺打样及试验，取

得 12 项专利授权。同时，中心还带

动了多家钛企业采购应用激光加工

设备，让我市的钛及钛合金精密加

工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如今，在宝鸡钛产业集群，很多

企业家是回乡创业的宝鸡人，他们

从国内外高等院校学到了高新技

术，个人持有专利，如今纷纷返乡，

投资兴业，致力于将“世界钛都、中

国钛谷”金名片擦得更亮。

在宝鸡各招商部门的统筹推

动、精准招商下，宝鸡钛及钛合金全

产业链日臻完善，产业集群已初具

规模，未来宝鸡钛及钛合金产业前

景一片光明。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千阳县电动

两轮、三轮摩托车整车生产线项目建设

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前不久，
千阳县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通过

线上签约的方式集中签约 6个招商引

资项目，帮助项目尽快落地，跑出发展

“加速度”。

电动两轮、三轮摩托车整车生产

线项目，是由广西贵港市锦鸿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原因，项目多次采取线上对

接的方式推进。为了尽快让企业吃下

“定心丸”， 8 月 27 日，在我市举行的

2021 年第三批总部企业暨招商引资项

目签约活动上，一块高清大屏幕，一端

连接千阳县，一端连接贵港市，通过视

频连线的方式，县上相关负责人与项

目方依次完成了线上签约，自此总投

资 3.1 亿元的电动两轮、三轮摩托车

整车生产线项目终于落地，项目建设

驶入了“快车道”。

据了解，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

建成电动两轮摩托车生产线 3条（年生

产能力 10万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生产

线 1条（年生产能力 3万辆）；二期建

成电动两轮摩托车生产线 3条（年生产

能力 15万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生产线

2条（年生产能力 5万辆）及配套车架

等。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 3.1亿元，

利税 1000 余万元，带动就业 380 余人，

将进一步拉动千阳县摩托车和电动车

行业加工、物流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千阳县积极发挥线上平

台作用，以“云”为桥、以“网”为媒，变项

目洽谈“面对面”为“屏对屏”，与在谈企

业、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加强“云端互

动”，做到招商热度不降温、在谈项目不

失联，按下招商引资“快进键”。

本报记者 李晓菲

宝鸡市 2021 年第三批总部企业暨招商引资项目签约活动：

金台区签约项目总投资9.25亿元
本 报 讯 近日，我市举行

2021 年第三批总部企业暨招商

引资项目签约活动，活动中金台

区共签约总部企业 8 户、产业化

项目 7 个，总投资 9.25 亿元，总

部企业签约引进数量位居全市首

位，为该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

“期待这次合作为双方带来

共赢发展新局面。”8 月 27 日上

午，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与金台区签订总部企业合作

协议后该公司负责人笑着表示。

据了解，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是金山集团旗下云计算

企业，是中国排名前三的互联网

云服务商，业务范围遍及全球多

个国家和地区。本次该公司投资

5000 万元在金台区成立宝鸡金

山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数据库等信息

技术的开发研究及运营管理。 

一直以来，金台区围绕行政

中心大数据、金台大道金融文

创、大庆路现代服务业、金河工

业园外贸产业、蟠龙高新区科教

康养综合体五大片区，调动一切

资源和力量，梳理、挖掘、捕捉总

部企业招引线索，区招商工作人

员主动上门、积极对接，听取企

业诉求，解决落地难题，并组建

服务“小分队”，全心全意为企业

提供一站式服务，跟进企业投资

建设进度，为企业落地提供良好

营商环境和坚强政策保障。优质

的服务、优惠的政策，不断招引

全国优质总部企业落户金台，截

至目前，全区签约总部企业 114

户，引资 397.54 亿元。

 本报记者 李晓菲

千阳 ：

云签约让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

李晓菲 郭鹏飞

钛锭生产现场

客商在钛博会上了解钛产品

千阳县电动两轮、三轮摩托车整车生产线项目建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