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峰透平公司生产的地铁风机，俏销武汉、
郑州、成都等地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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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刘冬 通讯员 陈星

——广水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综述

电商助力奔小康

▲ 图为毅兴智能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随州日报通讯员 熊 熙摄）

▲ 旗峰电商帮助农户在网上销售胭脂红鲜桃。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刘冬

——广水地铁装备产业稳步发展

抢抓机遇
拥抱地铁装备“新蓝海”

科技创新
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

——广水智能装备产业发展剪影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刘冬

6 月 10 日，广水市市长田涛、常务副市长
何胜走进拼多多“电商扶贫、爱心助农”公益活
动直播间，变身“网络主播”，向网友推介胭脂
红鲜桃、松花皮蛋等当地名特产品，助力农产
品飞出大山。市长“直播带货”仅 40 分钟时间
里，销售额就达 15万多元，全天销售额 66万多
元。

近年来，广水市充分发挥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市）优势，把促进电子商务发
展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努力将
电商产业培育成广水新的支柱产业。2015 年
7 月，广水市被商务部、财政部确定为全国第
二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市）；2018
年 5 月，该市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农村创
业创新典型市范例；2019年 12月，被湖北省商
务厅评定为第一批湖北淘宝直播村播试点县。

“拥抱网络，共奔小康。”广水市委书记黄
继军介绍，该市电商产业发展机制完善、氛围
浓厚、模式实用，逐渐成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抓手。

“电商号”开进千家万户

“现在在余店三白蔬菜基地摘茄子、黄瓜，
摘完就要去郝店镇摘杏子，下午到蔡河摘桃
子，全部现摘现发。”6 月上旬，瓜果飘香，广水
市余店镇居民付艾华每天行程排得满满当当。

付艾华是广水市知名的“店小二”。2015
年，她放弃东莞市月收入近万元的工作，回乡
做“村淘”、包农场、种果树，一头扎进农村电商
行业，宣传销售家乡的特色农产品。

近年来，国内电商产业发展迅猛，许多优
秀人才纷纷选择回乡创业。广水市抢抓机遇，
扩大示范人才引进，实施电子商务千人培训计
划，鼓励返乡大学生、大学生村官、退伍军人、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创业青年参训创业，吸
引了一批电商人才赴广就业创业。

为集中优势资源，该市规划建设电子商务
产业园，打造电商孵化、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集
电商大厦、人才公寓、网货博览、人才培训和宣
传、中小企业孵化、仓储物流配送等功能于一
体的现代化电子商务综合体（产业园）。

围绕完善产业配套，该市利用农村电商服
务站点，建立快递代收代发网络，通过招引菜
鸟物流公司，整合邮政、供销、“四通一达”等多
家快递公司资源，构建完善的农村物流网络。

历经多年探索，广水电商产业蓬勃发展，
成效显著。

——截至 2019 年底，该市电商从业人员
超万人，注册电商企业和个体网店超过 2000
家。2015—2019年，全市电子商务累计交易额
超 38亿元，农产品上行销售额突破 9.1亿元。

——截至 2019 年底，该市电子商务进农
村服务网点镇办覆盖率达 100%，行政村覆盖
率超过 70%。90%的农产品、特色产品类企业
实现电商换市转型，逐步实现了村民购物不出
村、销售不出村、生活不出村、金融不出村、创
业不出村。

——建成总面积达 11000 平方米，集仓
储、配送、投递、分拣、封发、转运于一体的“大
物流”中心，初步构建了覆盖全市的物流配送
网络。

——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食品
安全监测体系，形成了“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
证、责任可追究”安全信息追溯闭环。

农产品飞往全国各地

6月 2日，广水市关庙镇铁城村快邮、电商
综合服务中心，当地村民忙着将农产品打包装

袋，发往全国各地。
据了解，该服务中心于今年 4 月开始营

运，采取“线上+线下”销售模式，将铁城村和
周边村生产的特色农产品，通过邮政快递渠道
直接寄递到消费者手里，减少中间商，增加销
售利润。

广水市科技经信局（商务局）局长杨华介
绍，该市依托供销社、邮政公司、阿里巴巴等资
源，不断完善市级电商运营中心和镇村服务站

（点）功能，建立了覆盖全市的农村电子商务服
务站（点）。依据居民需求，服务站（点）逐步延
伸小额现金存取、转账汇款、手机充值、水电费
缴纳、车票代购、医疗咨询、农产品网上销售、
快递包裹存取等便民服务功能，提供“一站式”
综合服务。

一手抓服务站建设，一手抓农产品“上
网”。该市深入挖掘本地人文历史和饮食文
化，以地方优势产品为主导，加强农特产品品
牌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提升地域品牌影响
力。广水胭脂红鲜桃、应山奎面、吉阳大蒜、

“三白”蔬菜、应山滑肉、松花皮蛋等一批富有
当地特色的农村土特产品借助互联网翅膀飞
出大山，畅销全国。

为保证农产品质量，该市加大农产品生
产、加工和流通环节质量管控力度，与杭州甲
骨文科技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来源
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溯源体系，将大自然农业、仁建食品、杨林沟茶
场等企业纳入监管，实行农产品“赋码”销售。

“从田间地头到市民餐桌，电商让广水农
产品走向世界。发展农村电商，让农民的劳动
产出更便捷、转化效果更明显、致富道路更宽
敞。”广水市长田涛说。

心连心成就脱贫梦想

6 月 1 日，在广水市传奇种植专业合作社
发货区，工人忙着打包装运多肉植物。“复工复
产后，我们新开通了抖音直播间，通过淘宝、抖
音两大平台建立 4 个直播间，日均销售多肉植
物 1000 余件，努力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公
司负责人熊冬介绍。

受疫情影响，今年广水市部分农产品待
销。该市充分发挥本土电商力量优势，大力推
动农产品上网销售，精心制作短视频、图文简
介资料，利用抖音、微信等网络平台及时发布
吉阳大蒜、马坪蔬菜等农产品待销信息。大自
然农业、松淳蛋业、传奇园艺、楚丹蛋业等当地
多家农业企业和电商企业积极开展网络直播
活动，宣传推介当地优质农特产品，拓宽农产
品销售渠道。

4 月 15 日，广水市副市长江华带队，赴
武汉参加“搭把手、拉一把，助力湖北县长
大联播”大型公益直播活动，与央视主播连
麦，为广水滑肉、土鸡汤、乳鸽汤、小龙虾
等特色产品代言，助力农产品销售。通过直播

“硬核”带货，销售广水本地特色农产品 30 余
万元。

5月 18日，该市组织企业参加“湖北重启，

抖来助力”大型公益直播活动，随州市副市长
吴超明为广水松花皮蛋代言，成功销售松花皮
蛋 5万余单，销售额达 150余万元。

为提高滞销产品信息知晓度，带动更多人
参与购销行动，该市邀请美团网武汉区有关负
责人参与销售活动，撬动电商对零星、散居贫
困户农畜产品开展线上宣传、销售。在美团网
大力支持下，该市政府、企业通力合作，发挥各
自优势，迅速推进滞销产品上网销售进程。该
市向美团总部申请开辟帮扶助农免费专区，专
区详细提供贫困户滞销产品地理位置、品种、
数量等信息和个人联系方式，让消费者全面了
解身边贫困户产品滞销信息。同时，动员全市
线上商场、超市设立帮扶助农专区，参与滞销
产品销售活动。

围绕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该市积极与随州
地区各大商场超市对接，设立广水特产专区专
柜，推动滑肉、奎面、土鸡汤、高山箭杆白、食用
菌、黄酒、甘薯粉丝、大米等当地优质农产品进
场销售，缓解农产品待销难题。

今年上半年，广水市预计实现电子商务交
易额 7.5 亿元，其中农产品线上销售额达 2 亿
元。

6 月 3 日，湖北毅兴智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各
自工位上紧张忙碌，赶制与华为、中
兴等企业合作的 5G 通信滤波器订单
产品。

“面对疫情冲击，我们及时调整
主攻方向，抢抓新基建战略机遇，先
后承接了近 400 万台 5G 通信滤波器
生产订单。公司产值较去年不减反
增，预计全年能突破 10 个亿。”毅兴
智能公司生产主任曾旭介绍。

危中寻机，阔步前行。近年来，
广水市瞄准智能装备行业，精准发
力、内培外引，在一批新落户、投产项
目支撑下，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迅猛。

该市投资建设智能装备产业园，
先后引进毅兴智能、广固科技、广泰
精密压铸、广益通讯等公司。产业园
核心业务涉及智能数控机床、高端精
密机械、智能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
研发等领域，具备八个系列十余种规
格数十种型号数控机床的生产能力，
一个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智
能装备产业园初具雏形。

从“制造”到“智造”

“这款机床主轴是我们自主研发
的，通过了国家鉴定中心验证，跳动
幅 度 仅 0.002 毫 米, 转 速 达 每 分 钟
24000 转，媲美国际顶尖水平。”曾旭
自豪地介绍。

机床是装备制造业的“工作母
机”，加工复杂度、精度、效率直接决

定一国的制造水平。我国数控机床
起步于上世纪 70 年代，相较于日本、
欧美等国，落后近 20 年，高性能、高
精密度的机床产品大量依赖进口。

2007 年，毅兴智能在上海成立。
公司秉承“振兴民族智能装备工业、
制造世界一流精密机床”的使命，主
打高端数控机床，花费重金从国际知
名数控机床公司引进高端人才，从上
海、深圳聘请高级工程师、技工和管
理人员，对核心技术难题进行攻坚。
逐步完善机床设计研发流程，通过流
水线改造、高精设备引进、机械手替
代等“机器换人”形式，将智能化的应
用系统植入生产线，优化产品结构。

技术力量增强为毅兴智能推开
了成功的大门，公司先后研发出走心
机、排刀机、卧式加工中心等一系列
尖端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电
子设备、航天制造、汽车配件、冶金设
备、无人机等行业。该公司生产的基
于云平台数控装备系统，生产产品时
可与用户通过云平台信息共享，个性
化定制实时修改，产品交付后可实现
在线监测和诊断，不断提升产品附加
值；研发的“高速精密卧式双移动主
轴五轴数控复合加工机床”获评“湖
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整体技术在
同类产品中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017 年 11 月，该公司被认定为
湖北省首批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
冠军企业“科技小巨人”和湖北省智
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从“智造”到“创造”

从“制造”到“智造”，再到“创
造”，是广水工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
展的主攻方向之一。面对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的严峻形势，广水智能装备
产业园内各企业密切关注国际国内
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和先进技术，坚持
把科技创新当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紧盯市场“风口”，抢占市场高地。

产业园各企业多次高薪引进高
端产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主动与
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攀亲联姻”，为
公司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聘请上海
机床厂专家和武汉大学教授到公司
现场指导，提升员工专业技能。

瞄准市场、技术攻关，园区企业
研发出多款市面紧缺的数控机床，填
补了市场空白。其生产的走心式数
控机床是国内唯一完全达到日本同
级别同等技术水平的机床，开发的数
控钻铣加工中心是国内唯一能实现
核心部件（刀库、主轴）全部自主生产
的厂家。

高科技引领实现快速发展，该市
将智能装备产业园作为朝阳产业大
力扶持，以毅兴智能、广固科技、广泰
压铸为龙头，围绕高端数控机床、机
器人、汽车零部件、精密铸件等组织
专班开展招商，拉长加粗产业链，努
力实现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
精密五金件的规模化生产，打造中部
地区最大的智能装备产业基地。

6 月 4 日，湖北盛宝纳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各种铝板原材料整
齐堆放，工人们正紧张作业，赶制长
沙、徐州等地订单产品。

该 公 司 生 产 负 责 人 张 亚 军 介
绍，伴随建筑行业转型升级，铝单板
等新型内外墙材料“风头正劲”。公
司引进全自动喷涂、工业机器人等
自动化生产线，最大程度释放生产
潜能，生产的铝单板、幕墙板等产品
强度高、重量轻、防火性强，广泛用
于地铁站、机场、高铁站等地。

近年来，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发
展迅猛。广水市抢抓华中地区地铁
产业聚集区尚属空白等有关机遇，
依托风机产业优势，研发生产出多
款地铁装备产品，先后打入武汉、北
京、天津等多个城市地铁市场，地铁
装备产业稳步发展。

多款产品杀入地铁市场

机声隆隆，焊花四溅，湖北三峰
透平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地铁风机生
产车间一片繁忙。“我们生产的地铁
轴流风机能在 280℃高温条件下连
续运行 60 分钟以上，根据不同工况
需要调节转速、叶片数量、安装角度
等，先后打入武汉、贵阳、成都、深
圳、郑州等城市的地铁市场。”该公
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随州市地铁装备产业基地
建设核心区，广水市现有三峰、双
剑、毅兴、华鑫、永阳等 10 余家企业
可配套地铁装备产业。该市制定规
划，以三峰透平、毅兴智能、永阳防
水、广瓷科技、齐星车身、中车楚胜、
金龙集团等骨干企业为依托，打造
涵盖机车零配件、土木工程设备、车
站设备、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系统的
产业链平台，建设集车站设备、工程
材料、运营维护、科研孵化等园区于
一体的综合性地铁装备产业基地。

围绕地铁装备制造企业上下游
产业链条，该市积极引导企业对接
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及关键部
件”创新发展工程，加快研发地铁风
机、地铁智能装备等高附加值产品，
抢占市场制高点。

永阳公司生产的地铁防水材料
相继中标广州、武汉、南昌、郑州、济
南、西安、深圳、苏州等地地铁项目，
每年获得近亿元订单；广瓷科技研
发的地铁绝缘子强度高、电气性能
好，可替代国外同类进口产品；宏达
脚轮与高铁知名供应商西安华强工
程材料公司合作研发的“隧道接触
网预埋槽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
继中标银西线、郑万线等建设项目
……

去年 7月，随州市政府与武汉地

铁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武汉地
铁集团以现有轨道交通装备核心设
备为基础，拓展车站设备、工程设备
材料等配套项目，支持随州市建立
地铁装备产业基地，形成产业聚集，
产生规模效应，构建产品齐备的产
业格局。

项目建设筑牢发展基石

重大项目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压舱石”。

围绕地铁产品的工程设备、车
站设备、机电设备、加工设备等地铁
产业链，广水市制定了《随州市地铁
装备产业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策划
项目 83 个，总投资达 204 亿元。去
年 5月，广水市举办地铁装备产业基
地专场推介会，签约地铁装备产业
关联项目 20 个，协议引资 55.04 亿
元。

为提高地铁装备产业基地招商
的针对性、实效性，该市摒弃“四处
撒网”的招引方式，“按图索骥”开展
招商活动。经过多次对接、多轮洽
谈，同正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项目
顺利签约落户广水，该项目计划投
资 5 亿元，引进 5 个以上关联项目，
建成达产可实现年产值 5亿元以上。

为承接地铁装备产业项目，该
市计划在广水街道办事处广悟大道
旁征地 1000亩建设地铁装备产业示
范基地。目前，广水街道办事处已
启动 1000 亩征地程序，征地约 400
亩。

今年 3月，广水市举行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一批重大地铁装备
产业项目开工建设。其中，投资 2.2
亿元的三峰透平城市轨道交通通风
系统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项目, 新
上地铁风机、消声器、风阀生产线各
1 条，建成后可形成每年 8 条地铁线
通风系统信息化和智能化服务能
力；毅兴智能投资 1.3 亿元推进高精
度车床、加工中心研发及生产能力
提升项目，建成后可年产 1000 台高
精度数控机床;双剑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 1.1 亿元建设压缩机、风机液
压润滑系统技术升级项目，投产后
可年产压缩机、风机配套润滑系统
300台（套），年新增产值 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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