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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与电器加工产业：
做精做强，稳步提升

成立于 !"#$ 年的浙江春江茶叶机械有
限公司是金鑫集团旗下历史最为悠久的企
业，同时也是起家打天下的源头，更是全国
茶叶机械行业最大的生产企业之一，先后主
持制定全国 %& 个茶叶加工设备行业标准，
产品占据全国 '()的市场份额。

$(!( 年 & 月，金鑫集团通过市政府主
导的公开拍卖，收购的杭州鸿世电器有限
公司又焕发新生。鸿世电器以专业生产英
国 *+ 标准、国家 ,* 标准电器附件，具有自
主设计开发、模具开制、生产制造、品质管
理的突出能力，年产电器附件 -((( 万只以
上，产品畅销欧洲、非洲、中东及东南亚地
区，是富阳区十大出口企业，近年来通过
转型升级，产品不断走向高端化、智能化领
域。

工程建设产业：
门类齐全，效益良好

金鑫集团涵盖钢结构制造和施工、房屋
建筑工程和装潢、市政园林和道路、管桩生
产与销售、爆破工程服务等领域。集团分别
拥有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
程总承包壹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壹
级、国家爆破单位营业性许可证三级，并都
在各自领域中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商贸地产产业：
金鑫出品，必属精品

“买建材，就去金鑫市场。”这句耳熟能
详的广告语，代表着浙江金鑫建材家居广场
在富阳老百姓心中无法撼动的地位。兴建于
$((- 年的浙江金鑫建材家居广场总投资达
$.& 亿元，总经营面积达 / 万平方米，是富阳
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硬件最完善、种类最
齐全、品牌最集中的“一站式”建材家居商
城，现已跻身省级四星级文明规范市场，名
列于浙江省首批 && 家诚信示范市场之一。

从浙江金鑫建材家居广场探索和总结
出商贸地产行业的经验后，集团于 $(%% 年
在安徽广德投资建设的金鑫世贸广场项
目，占地面积 %(( 余亩，建筑面积 %% 万平
方米，总投资 ' 亿元，是广德首家大型商
业综合体，吸引了大润发、肯德基、达芙

妮、步森等众多知名品牌入
驻，现业态斐然，生意兴隆，
是紧邻广德县政府的城市
中心标杆。

集团于 $(%$ 年在江苏宿迁投资的浙富
世贸广场，项目总投资 %( 亿元，占地面积
%-0 亩，建筑面积达 1$ 万平方米，项目将建
成集城市公寓、高端写字楼、大型主题商业、
滨水国际商街、精品酒店于一体的“一站式、

全资源”的国际大都会。目前此项目集团已投
入 $ 亿余元，到 $(%/ 年 $ 月底，项目一期 %$

万平方米，/ 幢 $/ 层的高层住宅已结顶验收，
已销售 0(( 多套并已如期交房，住宅去化率达
到 "&)以上，二期近 / 万平方米商业的主体结
构现已结顶，后期约 $' 万平方米的住宅和商
业项目正在有序筹划中。该项目也得到了宿迁
当地各级政府及领导的关注与认可，业态品质
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

矿产资源产业：
布局全国，多点开花

1 月初的一天上午阳光灿烂，记者随金鑫
集团有关负责人从舟山三江码头登上轮船，
直向小衢山岛驶去。经过 -( 多分钟的海上航
行，当双脚踏上小衢山岛的土地后，环视四
周，满目基本都是紧张的生产场景：码头上停
泊着一艘大型船只，又宽又长的皮带运输机
正在源源不断地往船上卸砂石料；辽阔的大
海包围着的矿山脚下，水泥路蜿蜒曲折地纵
深向前；多个大型钢铁支架上，纵横交错着许
多条皮带运输机；一辆辆大型载重卡车在道
路上穿行……

众所周知，位于我国东海海面的浙江舟山
群岛是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
主题的国家战略层面新区，同时还是继上海浦
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之后的
又一个国家级新区。

出于多方考量，舟山市政府决定，将自古
以来就有“海上通衢”之称的小衢山岛建设成
为特大型的砂石骨料开采生产基地。消息一经
传出，即刻引起各方关注。

$(%% 年 " 月 $0 日，在浙江省国土资源
厅、浙江省矿业权交易中心举行的公开竞拍活
动中，金鑫集团以 1.%- 亿元的价格，竞拍到了
岱山县衢山镇小衢村普通建筑石料（凝灰岩）
矿的采矿权，矿区砂石料储备量约为 $.$%0 亿
吨，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砂石料矿。

花费巨资获得采矿权后，金鑫集团于
$(%$ 年 $ 月 " 日在岱山县衢山镇注册成立了
舟山金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随后又于 $(%$

年 " 月 %- 日取得了由浙江省国土资源厅颁发
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 $( 年。

舟山金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小衢山项目加工规模和自动化程度
已达到国内最先进水平，生产线机组采用国外
进口设备，供电通过海底电缆从衢山本岛输送
到小衢山岛，岛上设置 % 座 '&23 主变电站和

& 座二次变电站。同时岛上建有能容纳 &(( 名
员工的办公宿舍楼，生活配套设施齐全。环保
方面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纳米除尘技术，通过
布袋收尘方式来解决矿石生产过程中的粉尘。
近期，还打算投资数千万元上马海水淡化系
统，用于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

舟山金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小衢山项目
现已达到日产砂石骨料 0 万吨的生产规模，并
已实现年产砂石骨料超过 4((( 万吨，年产值
可达 %( 亿元以上，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已投
产运营的砂石骨料矿，所生产的产品全部供应
上海市场。由于砂石产量高、质量好，几乎成为
上海市场的风向标，更是成为中国砂石行业副
会长单位、骨干企业、上海建筑用石供应基地、
上海砂石行业十大杰出企业。

集团矿产资源开发现已是转型升级的主
导产业，近几年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
舟山小衢山项目外，金鑫集团还拥有有色及建
筑石料矿 %( 余家，分别分布在浙江、陕西丹
凤、四川甘孜州等地。

集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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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实体经济 助推多元产业

浙江金鑫集团：创一流品牌 建百年企业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伴随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浙江金鑫集团走过了四十
多年的发展历程，从 %"/4 年的一家乡
办茶叶机械厂，在刘金贤董事长的带领
下，已发展成为一家集机械制造与电器
加工、工程建设、商贸地产和矿产资源
开发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绘就
了一幅“实体主业生机盎然，多元产业
格局蓬勃发展的”的“金鑫蓝图”。日前，
浙江金鑫集团总裁刘军接受记者采访，
与记者一同探讨金鑫集团的未来发展
布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
兴未艾、我国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机遇下，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如何
才能实现转型升级？从 4(%% 年起，金鑫
集团将转型升级的重点集中于矿产资
源领域，先后在全国范围内竞得有色金
属及建筑石料矿 %( 余家，其中累计投
资 %4 多亿元建设成的全国最大砂石骨
料矿———舟山小衢山岛矿山开采项目
已于 4(%' 年顺利投产，现已达到日产
砂石骨料 0 万吨的生产规模，并已实现
年产砂石骨料超过 4((( 万吨，年产值
可达 %( 亿元以上。在取得良好经济和
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集团
企业的转型升级与有效发展。

根据浙江金鑫集团发展规划，矿区
建设主要以矿山开采为先导，开采后腾
出的二千多亩土地面积，将开发建设海
上大型物流中转、石油、仓储加工等基
地。今年 1 月初，舟山小衢山岛矿山开
采项目又迎来喜讯，中国（浙江）自由贸
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舟山群岛新区迎来
重大发展机遇，续写自贸区时代新的传
奇。根据按区域布局划分，小衢山岛将
重点发展油品等大宗商品储存、中转、
贸易产业，海洋锚地重点发展保税燃料
油供应服务。目前集团公司已组建专业
团队与大型央企寻求进一步合作，借船
出海共同开发小衢山岛。

面对新的征程，浙江金鑫集团将始
终秉承“创造和谐、追求卓越”的经营理
念，努力构建现代化的企业治理体系，
继续培育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先进企
业文化，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坚
持“三看四态促转型”，积极参与建设大
都市新型城区，坚决响应“高新工业强
区”战略，以“创造和谐，追求卓越”的经
营理念，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全力打造
基业长青、永续发展的金鑫事业，为实
现“创一流品牌、建百年企业”的金鑫梦
而努力奋斗，为富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矿业发展
助推集团转型升级
访浙江金鑫集团总裁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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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篇

记者 方宗晓 制图 朱柳燕

巩固主业 转型升级

非公党建篇

服务中心 模范引领

浙江金鑫集团党支部自 %"/' 年成立以来，
至今已走过四十多年风雨，始终坚持务实、创
新、争优为指导理念，为创建和谐公司氛围，为
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服务，为
公司中心工作服务，为公司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不断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力
争组建一支拿得起、做得到的模范团队。在陈关
根同志为集团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党员们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动企业员工
积极投身企业建设，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产业
发展和文化建设。历年来多次被银湖街道评为

“先进党组织”，并被评为富阳“双强”企业，十佳
“双品牌”示范点企业。

浙江金鑫集团党支部十分注重加强党组织
的自身建设，设有党员宣传栏、活动室、谈心室、
党员远程教育播放点、文化园地等文化项目；加
强对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每月有学习，月月有活
动，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素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以及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战斗堡
垒作用。努力抓好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工作，动
员各岗位上的骨干向党组织靠拢，保持党员队
伍的先进性。

集团党支部在党建工作中深刻认识到：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企
业党组织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以科学发展创新
为指导，以党的先进理念提高员工的思想素
质，以党建工作促进企业的和谐发展，真正做
到发展强，党建强，使党组织在非公企业党建
工作中发挥作用。

企业文化篇

活力 青春 卓越 奋进

活力、青春、卓越、奋进一直是金鑫集团所追
求的企业文化，集团不断地完善工会、团支部以及
妇代会的建设，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每年组
织员工培训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
感。每年春节公司都为返乡员工安排车辆，为留守
员工营造温馨舒适的环境，让他们过上一个温暖
和谐的新春佳节。

社会责任篇

致富思源 回报桑泽

集团在追求企业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回馈
社会，积极参与、资助周边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等
慈善公益事业，并向富阳区慈善基金会保本冠名
-(( 万元。据统计，历年来集团在公益事业方面累
计捐款 4((( 多万元。

集团总裁刘军慰问敬老院老人

组织员工开展团队素质拓展

舟山小衢山矿业项目

浙富世贸广场效果图

金鑫建材家居广场

杭州鸿世电器有限公司

%"/4 年，浙江金鑫集团前身“富阳受降公社农
业机械修造厂”成立

%"/- 年更名为“富阳受降茶叶机械厂”，同年
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4((4 年 1 月，浙江金鑫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挂牌成立

4((/ 年 4 月，金鑫建材家居有限公司成立
4((- 年 & 月，金鑫集团“金鑫”商标被评为富

阳市知名商标
4(("年 %(月，金鑫建材家居有限公司正式营业
4((" 年 %4 月，集团被评为 4((" 年度杭州市

大规模工业企业之一
4(%( 年 & 月，通过市政府主导的公开拍卖，收

购杭州鸿世电器有限公司
4(%% 年 %( 月，集团公开竞得舟山岱山县小衢

山岛砂石矿 4( 年开采权
4(%4 年 %( 月，集团下属浙江春江茶叶机械有

限公司（原富阳茶叶机械总厂）1( 周年庆
4(%' 年 %% 月，舟山岱山县小衢山岛砂石矿项

目投产
4(%1 年 & 月，刘金贤董事长被授予“杭州市第

五届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
4(%1 年 - 月，成立金鑫集团矿山专业应急救

援队
4(%1 年 %( 月，舟山金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被

授予上海市建筑用石供应基地
4(%1 年 %4 月，舟山金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小

衢山岛矿山项目顺利通过省级绿色矿山考核验收
4(%& 年 - 月，浙江春江茶叶机械有限公司获

得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4(%& 年 %( 月，浙江金鑫建材家居有限公司荣

获“省级四星级文明规范市场”、“浙江省市场消费
者满意品牌单位”以及“全国诚信浙商示范企业”等
荣誉称号

4(%& 年 %% 月，金鑫集团矿山专业应急救援队

晋级为杭州市级矿山救援队
4(%& 年 %4 月，浙江春江茶叶机械有限公司获

得浙江省企业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4(%0 年 % 月，舟山金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被

评为上海砂石协会及中国砂石协会优秀先进企
业；集团董事长刘金贤荣获“中国砂石行业优秀经
营者称号”

4(%0 年 4 月，集团下属鸿世电器有限公司被中
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评为“4(%& 年度推荐出口品
牌”，随后的 ' 月被省科学技术厅、省财政厅、省国家
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0 年 ' 月，集团荣获“富阳区 4(%& 年十大
功勋企业”，集团董事长刘金贤荣获“富阳区十大
工业企业优秀经营者”

4(%0 年 1 月，富阳金鑫矿业有限公司获批年
产 0 万吨级银铅锌多金属矿采矿证

4(%0 年 & 月，浙江金鑫建材家居有限公司名
列“浙江省级首批 && 家诚信示范市场名单”

4(%0 年 / 月，集团下属鸿世电器有限公司复
评为“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和“浙江名牌产品”

4(%0 年 " 月，金鑫集团矿山专业应急救援队
再次提升为浙江省级矿山专业应急救援队

4(%0 年 %% 月，江苏宿迁浙富置业有限公司被
评为“最佳品质典范楼盘”以及“4(%0 年度宿迁十
大杰出楼盘”

4(%0 年 %4 月，舟山金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被
上海砂石协会评为“金牌优质供应商”及“四大砂
石骨料供应基地”

4(%/ 年 ' 月，杭州金通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获得
杭州建委核发的“矿山总承包三级资质”及由省公安
厅核发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三级）”

4(%/ 年 1 月，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挂
牌，舟山群岛迎来自贸区时代，集团所属舟山金鑫矿
业下属小衢山岛正式被划入舟山自贸区，规划确定
为重点发展油品等大宗商品存储、中转、贸易基地

大事记

舟山小衢山矿业码头

舟山小衢山矿业开采现场

浙江金鑫集团作为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亲历者，深谙产业选择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集团前身为富阳茶叶机械总厂（成
立于 %"/4 年），经过 1( 多年全体金鑫人的共同努力，通过适时推进企业有效转型升级，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华丽转身。目前已发
展成为一家集机械制造与电器加工、工程建设、商贸地产和矿产资源开发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拥有员工 &((( 余人，总资
产超 &( 亿元，绘就了一幅实体主业生机盎然、多元产业格局蓬勃发展的“金鑫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