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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教田：我国小型潜水电泵行业的发展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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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干式潜水泵、单相潜水泵、潜水螺杆泵等产

潜水电泵行业健康发展，避免企业相互之间恶性

品，除此之外温岭市泵行业还生产旋涡泵、微型

竞争，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建议：

泵、自吸泵、喷射泵等产品，产量也较大。

１）必须扶强治劣。政府部门和质量监督机

温岭市泵行业起步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时

构应采取扶强治劣措施。对骨干企业和有发展前

主要是手Ｉ自ｎ－Ｅ和家庭作坊为主，到９０年代规模

途的企业应予以扶植和支持．积极引导这些企业

逐渐扩大，生产厂家也迅速发展，并形成了明显

发展，起到骨干和龙头作用，带动整个行业发

的区域性聚集。与此同时，与水泵相配套的铸件

展，对一些小企业和小作坊应予以整顿改造，对

厂、压铸件厂、零配件加工厂、电缆、机械密封、

生产伪劣产品的作坊和企业应予以打击，使小型

轴承、漆包线、包装箱等配套企业相继建立并发

潜水泵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展壮大。数以万计的温岭人到全国各地从事水泵

２００２年进行的泵类产品生产许可证换发证，

经营，其足迹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县及乡

小型潜水电泵申请并通过生产许可证验收检查的

镇，并走出国门．出口水泵到世界各地，使温岭水

企业估计有３００余家，约占泵类产品申证企业ｌ，３

泵行业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局面。

以上。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具备生产潜水泵的必备

浙江温岭的水泵行业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

条件，但也存在少数企业生产条件和测试水平较

一层为骨干企业，这些企业的年生产水泵的数量

差，难以稳定产品质量，建议国家及各级产品质

在５０万台左右。近年来，通过加大科技和技改投

量监督机构定期对小型潜水泵行业进行产品质量

入、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发展很

监督检查，对于产品质量好的企业应予以鼓励和

快，产值和产量均居全国小型潜水泵行业的前

扶植，并进行公告、宣传．对生产伪劣产品企业

列，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国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

应予以整顿、定期整改，对确实不符合生产条件

平。第二层为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是近年来

的应予以关闭，以提高行业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从家庭作坊中脱颖而出的。通过科技投入，企业

２）加强技术和信息交流。有关行业协会应

管理水平、技术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年产量在

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技术和信息交流，引导主要

数万台到数十万台之间，产品质量达到或接近同

骨干企业之间进行合理分工，生产的产品品种有

类产品先进水平。这些企业是温岭市泵业企业的

所侧重。在价格方面应进行协商，避免相互压价

基础力量。第三类型为家庭作坊企业，以装配为

的恶性竞争，使企业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相互交

主，生产及测试条件较差。近几年来通过治理整

流、相互依存、取长补短的良好气氛，活跃行业

顿，这类企业逐年减少。
浙江温岭的水泵批量大、管理费用小、价格
低廉，产、供、销一条龙，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温

内的合作交流和学术空气，使潜水电泵行业走上
健康发展的道路。
３）拓宽销售渠道。积极开发国际市场，参与

岭水泵生产基地的形成和发展，改变了小型潜水

国际问的竞争。我国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与国

电泵原有的生产格局，使温岭潜水泵在全国潜水

外相比水泵价格较低，只要在制造工艺、可靠性、

泵行业所占比重逐年上升，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发

表面粗糙度和包装等方面作些改进，我国生产的

展，１９９６年进行的泵类产品换发证，温岭７６家企

小型潜水电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

业领取了生产许可证，占全国泵类企业领证数的

力。特别是我国已加入了ＷＴＯ，国际间的交流日

１５％。２００２年全国泵类产品生产许可证换发证尚

益增多，我国的小型潜水电泵在国际市场中是大

未结束，据估计温岭市有２２０余家企业通过了生产

有可为的。行业中的许多企业已经通过国际贸易

许可证检查，约占全国泵类发证数的１／４。

使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使企业得到了很大

３

发展小型潜水电泵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的发展。
４）开发研制新产品，提高小型潜水电泵行

多年来．小型潜水电泵行业有了很大的发

业的技术水平和档次。目前小型潜水电泵的产品

展，生产厂家遍布全国各地。但南于生产厂家太

品种和规格比较齐全并制订了一整套标准和规

多．产量太大，生产能力大于社会需求，企业之间

范，用以指导生产。但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我

为了争夺市场相互压价竞争，使小型潜水电泵行

国生产的小型潜水电泵在使用寿命、可靠性、外

业出现混乱的局面。为了规范市场秩序，使小型

观设计、品种多样化、使用方便性和安全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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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差距。应组织研制机、电、仪一体化的产

帮助下，现已成为以生产潜水电泵为主，其他泵

品，采用计算机和仪表对水泵的运行进行监控，

类产品同时生产的我国泵生产的基地之一。目前

自动凋节和管理；对电机的缺相、欠压、短路、

生产有二十余个系列近千种规格产品，企业拥有

泄漏、浸水、轴封实行监控和保护；采用变频技术

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并拥有较完

调节速度和流量，提高水泵运行的可靠性和方便

善的生产和测试设备，获得了生产许可证、

性，提高潜水电泵的技术档次和附加值；还应提

ＩＳ０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ＣＣＣ强制产品认证，

高潜水泵的制造工艺和制造技术，引进电机和水

具有自营进出口权，“新界”品牌被评为浙江省

泵加工的高效机械加工和装配设备，提高制造精

著名商标和浙江名牌。浙江新界泵业有限公司将

度和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稳定产品质量。

以良好的信誉及品质和积极开拓进取、追求卓越、

５）推行名牌战略，发挥名牌效应，提高企

完善服务的精神同全国小型潜水泵行业有关企业

业知名度。小型潜水电泵行业出现了一些名牌企

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提高，为小型潜水泵

业和优质产品，这些企业和名牌在社会上具有～

行业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

定的知名度，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
为数不多，全行业应努力打造更多的名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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