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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强市 产业兴市

本报讯（记者 王继红 通
讯员 郑勇） 6月 15日，记者走
进浙江永力达数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永力达公司”）一
楼，一块“京胜传感”的牌子引
起了好奇。

“‘京胜传感’是浙江京胜
微电子有限公司的简称。京，
就是葛洛·京特，德国专家的名
字；胜，就是我的名字。”永力达
公司董事长陈胜相告。永力达
公司自 2005年注册以来，就一
直以生产数控机床闻名，“京胜
传感”是改弦易辙？陈胜笑着
解释：“不仅没有，反而是产业

链的延伸。”
一台数控

机 床 ，

包括多个零部件，其中角度传
感器是加工精度的保障。以往
角度传感器主要靠进口，包括
来自西门子等业内巨头。2020
年以来，受疫情影响，进口产品
通关时间变长，不少企业出现
资金周转、产品供货等难题。

永力达公司为何能抢先一
步，在 2019年 11月，即与德国
advICo微电子公司合资成立京
胜公司。陈胜坦言，科技成果
的转化，人才是根本，延链强链
补链是必由之路。

对此，陈胜深有体会，他曾
在衢州市弹簧厂工作。企业改
制后，他在市区礼贤街开办了
一家小厂，前店后厂，50余平方
米，10名员工，主要销售空压机
配件、加工弹簧，深感人才缺乏
的艰辛。2005年成立浙江永力

达数控机床厂后，企业就通
过各种途径引进了德

国退休工程师威
廉·毛斯巴赫，

成功开发出
新产品并
打 开 了
市
场
。

此后通过校企合作、企企合作、
引进社会投资、企业走出去，与
衢州学院共建博士后工作站
等，获得国家专利22项、浙江省
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产
品8个，先后承担了国家及省部
级科技计划项目 5项。企业人
才队伍也在发展中逐步壮大，
如今已形成了高级工程师、高
级技师、技师、技工的梯队。

被数控机床界尊称为“老
毛”的威廉·毛斯巴赫今年已经
年过八旬，特别是 2020年疫情
以来，他无法再次远渡重洋来
衢指导。为了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永力达公司未雨绸缪，在
2019年即着手新一轮科研成果
开发转化计划，在省市相关部
门的帮助下，与葛洛·京特取得
了联系。

一米八三的高个子、黄发、
黑边眼镜，全然看不出已是过
了“知天命”的年龄，葛洛·京特
出生于 1971 年 4 月，德国籍，
2001年毕业于德国波鸿大学鲁
尔分校，获电气工程博士学
位，德国 advICo微电子公司创
始人，任总经理和首席工程
师。他致力于先进机械装备制
造信息化和智能化所需的“芯
片和传感技术等创意思路和设
计的解决方案”，先后在权威期
刊上发表论文 5篇，拥有 10项
欧美授权发明专利。特别是科
技成果产业化方面，他担纲的
公司成立 18年来，积累了丰富
的技术和创新服务成果，吸引
和凝聚了一批全球重要客

户，包括空客、GE、英飞凌、麦
克拉伦、美国威生创等知名企
业；作为发起方和重要参与方，
负责承接了欧盟第六框架计
划、德国经济能源部等政府部
门的6个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总
计研发经费1000多万欧元。

经过多次接触，葛洛·京特
与永力达公司共同出资 600万
元，成立浙江京胜微电子有限
公司，进行角度传感器的研发、
生产、销售与服务。其中永力
达公司占股55%，葛洛·京特占
股45%。

“以前一台数控机床角度
传感器就要数千元的成本。”公
司负责人介绍，我们的目标就
是让产品的体积更小、成本更
省、精度更高。除了满足数控
机床配件需求外，公司将拓展
产品，延伸应用到医疗技术、卫
星和雷达、无人驾驶、传感器芯
片等领域。

今年 4 月底，葛洛·京特
从德国来衢，在公司工作半
年，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已研
发生产的倾角传感器、角度传
感器等系列专利产品，进行工
业化提升，达到更高抗电磁干
扰能力、承受更强震动能力等
特性。

有了人才保障、技术支撑，
今年企业接到了央企的合作订
单。京胜公司合作双方均信心
满满：将以“凝聚力、设计力、品
质力、营销力”为引领，加快研
发成果转化为科技成果，更好
地服务客户、服务企业。

运价高企、一箱难求，不少
企业货物积压、资金周转不灵
……6月16日-17日，衢州市商
务局多措并举、密集发力稳外
贸工作。16日，江山市与宁波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简称“中远海运”）召开海运合
作对接会；17日，智慧新城举办

“送政策·送服务”大商贸政策
巡回宣讲活动。

中远海运是国际海运中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集装箱运输公
司，目前投入市场的集装箱运
力达294.1万标准箱，其中跨太
平洋航线运力 67.2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 17%；欧洲航线运力
44.3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3%。
中远海运客户销售部、义乌分
公司代表与衢州20余家企业负
责人面对面交流。

今年 1~5月，全市出口增
速位列全省第三。但受全球疫

情的影响，海运等国际货运问
题日益凸显。为助企纾困，畅
通国际物流，推进外贸企业远
航，冲刺“半年红”，衢州市商务
局走访企业、召开座谈会、政策
宣贯会，积极联系，多渠道多层
面为企解难题。

“原计划 5月 10日发往非
洲的货，至今没有发出去。”衢
州“祺诺贸易”负责人很是焦
急。华康药业、雷士灯具、冠安
消防、洪源环保关注运费、准班
率等问题。“这些情况从去年以
来经常碰到，我们先后召开了
19场对接会。”中远海运代表表
示，企业需求有共同点也有不
同点，公司将进一步开展上门
沟通、精准服务，发挥国企担
当，开足马力，尽最大可能保运
输时效。衢州市商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把对接会设在江山
召开，就是考虑到江山市外贸

企业较多，能方便更多企业。
商务部门将围绕搭建平台、提
升专业、优化服务，进一步加强
政企对接交流，助力外贸企业
远航。

6月 17日的“送政策·送服
务”围绕政策宣讲、金融服务、
国际风险防范等主题，由衢州
市商务局、智慧新城主办，智
造新城、柯城区经信局、衢江
区经信局、市贸促会、衢州海
关、中信保衢州营业部、市人
行等单位协办，百余名企业代
表参会。

“今年衢州市大商贸政策
修订后，力度更大、政策更优、
范围更广。”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就企业关注的奖励提档、平
台建设、风险防范等内容修订
前后变化，逐一解读。浙江广
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郑洪珠
边听边记，他说：“政策很解渴，

我们要努力冲一冲。”
既讲政策，更送服务。中

国信保浙江分公司衢州营业部
代表分享案例后，建议企业用
好出口信用保险这一政策金融
工具：包括通过资信功能、买方
限额资源、保障功能、融资增
信功能、APP数字化，帮助企业
找市场、找客源，接订单、拓市
场，稳经营、保收汇，获得银行
融资支持，提升信用风险管控
能力。

我市稳外贸不遗余力，政
策应出尽出，快享快兑；送服
务，既有出口信用保险这样的
政策金融工具，也有本土化服
务。2021年 12月，市国资部门
与省相关单位成立了衢州市
融易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
据悉，该公司 7月起将为衢州
企业推出一批针对性、个性化
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严学明）
近日，笔者来到位于江山市四
都机电工业功能区的浙江科硕
电气有限公司（简称“科硕电
气”），只见生产车间里工人们
正忙碌着生产各类开关柜和变
压器产品，赶制生产订单。“1
至 5月份，公司的生产跟销售
已经完成3500万元，同比增长
8%。目前生产任务已经安排
到了 10月份。”公司董事长张
磊相告。

科硕电气专业生产低损耗
电力变压器和高低压开关柜。
为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品
质量，近年来，该公司加大研发
投入，先后投资300多万元，购
买激光切割机、数控折弯机、金
属瓦片自动成型机、数控铜排
加工机等自动化生产设备，新

建恒温烘房，有效提高了生产
效率。

张磊介绍，科硕电气高低
压开关柜的外壳、金属瓦片等
部件原来从其他厂家采购，如
今改为公司自己生产，不仅质
量更加稳定，而且生产周期也
大为缩短。“原来需要 15天才
能把壳体加工好，现在只要 10
天。”张磊相告，今年公司新增
加了高低压柜、变压器的钣金
配件生产线，并逐步加大智能
制造步伐。一系列自动化设备
的相继投入，为公司开拓销售
市场打下了扎实基础。

2021年，科硕电气实现销
售收入 8300多万元。“我们将
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和产量，争
取今年实现 1.2亿元的销售目
标。”张磊表示。

本报讯（记者 王继红 通
讯员 余灵婕）日前，金瑞泓科
技（衢州）有限公司（简称“金瑞
泓”）申报进口的一批单晶硅外
延片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口岸
实施外形查验后，由衢州海关
完成目的地开拆查验后投入生
产。衢州首票真空包装等高新
技术货物一体化布控查验模式
试点业务顺利完成。

受疫情影响，造成原材料
供应短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
术货物一体化布控查验模式试
点工作作为海关总署《关于促
进外贸保稳提质的十条措施》
的重要内容，这一举措的实施，
保障了便利通关、快速物流，有
效解决了企业供应链、生产链
中的卡点。金瑞泓既是衢州首
家纳入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
物一体化布控查验模式试点的

企业，也成为我市享受到该政
策红利的“第一人”。

据海关工作人员介绍，真
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一体化
布控查验模式试点工作，是指
根据试点方案，海关对不宜在
口岸海关监管区实施进境查验
的真空包装、防光包装等高新
技术货物，通过“口岸外形查
验+目的地综合处置”的联动
模式，有力支持半导体、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目前，试点涵盖浙江 12
家企业。

金瑞泓负责人张世波说：
“我们这批货物对清洁度有严
格要求，在洁净室外打开包装
将面临破损、报废风险，这项政
策大大提高了公司进口货物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

面对面交流 心贴心服务

我市商务部门密集发力稳外贸
记者 王继红

从引人才到引技术

京胜公司做大做强延伸产业链

前5个月同比增长8%
生产任务排到10月份

科硕电气年销售额
有望突破亿元大关

全省十二家 我市仅一家

金瑞泓首享新政红利

衢州海关对金瑞泓科技（衢州）有限公司申报进口的一批单晶
硅外延片实施目的地开拆查验。

马不停蹄赶订单
下料、裁剪、缝制、包装……6月22日，位于智造新城的牧高笛

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缝纫机齐声作响，员工们争分
夺秒地忙碌着，马不停蹄地赶制一批户外用品订单，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

近年来，该公司深耕拓展海外市场，加大力度布局国内市场，
走外贸和内销并行的“双轨路线”，品牌理念赢得了广大户外爱好
者的青睐。借助露营热潮，今年以来，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旗下多款主产品的销量更是同比增长近5倍，订单已经排至9
月份。 报道组 周毅辉 摄

浙江京胜微电子有限公司员工正在进行线路板精密组装。 报道组 周毅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