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
1992 年 6 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的省级开发区， 规划控制面积约 16
平方公里，建成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
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衡阳高新区基
础配套设施齐全， 服务功能完善，产
业发展环境优越。 建区以来，衡阳高
新区坚持走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道
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湘
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领头雁、
衡阳市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城乡统筹
与和谐社区的样板区，目前，正积极
创建国家高新区。

区位优势 明显
衡阳高新区位于衡阳市区西部，

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 京广、湘桂
铁路、武广高速铁路在此交会，7 条高
速公路与 2 条国道纵横交织；距衡阳
火车站 5 公里、 距千吨级码头 6 公
里，仅 1.5 小时车程到达黄花机场，距
正在兴建的衡阳“南岳”机场仅 20 公
里， 驱车 20 分钟可达武广高铁衡阳
东站，乘高速列车 2 小时可分别到达
武汉和广州。

基础配套设施 齐全
建区以来，园区累计完成基础设

施投资约 65 亿元， 形成了 “四横九
纵”道路网络，通讯、供电、供气、给排
水等基础配套设施齐全。 建有一座日
供水 10 万吨的二级自来水加压站 ，
两座水厂保证供水。 建有一座 110KV
变电站，日供电能力可达 81500KW，
正在筹建另一座 110KV 变电站。 区
内有 1 家三级甲等医院、1 所省重点
中学、1 所普通中学、5 所小学、10 余
所幼儿园、1 个五星级假日酒店，公共
服务体系较完善。 交通便捷,有 11 条
公交线路在区内营运。

管理模式精简 高效
衡阳高新区实行 “封闭式管理、

开放式运行”和“小政府、大社会”的
管理模式，建立了精简、高效的办事
机构，设有工商局、地税局、国税局等
职能局，推行“一站式”、“保姆式”服
务， 入园项目从项目立项到竣工投
产， 所有手续办理均可在园区内完
成。 高新区通过“园中园”的建设，引

导产业集聚发展。 以龙头企业为核
心，推动关联企业适度聚集，形成了
深圳工业园、台湾工业园、外资工业
园、电子信息创业园、钢管深加工集
聚区等极具特色的核心产业板块。

服务平台 完善
历年来，高新区着力于各类服务

平台建设，为入园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良好的支撑。 目前园区内的科技
服务平台、政务服务平台和金融服务
平台已初具规模。 衡阳市 80%的政府
各职能局都在高新区内办公，市政府
的政务中心设在高新区，在高新区可
以提供企业发展的所有政务服务。 园
区内现有银行服务网点近 20 个 ，民
生、招商、交通、中信等多家股份制银
行衡阳总部纷纷落户高新区，保险公
司、担保公司、中小企业贷款中心等
多种金融中介机构也纷纷在高新区
开业，高新区已经成为衡阳市金融服
务的“高地”，变成了产业发展资本聚
集的“洼地”。 依托南华大学，形成
了高新技术创业孵化中心、博士后工
作站、人才交流中心、重点实验室，检
验检测平台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中

兴网信衡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球共享信息服务中心”已正式落户高
新区， 为园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打
造“衡阳云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发展环境 优越
高新区拥有科技部授予的“衡阳

国家输变电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工信部授予的“国家级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无缝钢管及深加
工产业·衡阳），国家级加工贸易梯度
转移重点承接地、国家高技术产业基
地、 湖南省综合性高技术产业基地、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衡阳集聚区、湖南
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湖南省知识
产权试点园区等“金字招牌”。 近几
年来，省、市人民政府先后出台了《关
于加快湘南地区开发开放的决定》等
10 余个政策性支持文件，这些产业发
展平台和政策的实施，为园区内产业

发展营造了一个优越的发展环境。 目
前，衡阳高新区正积极创建国家高新
区，升级成功后，将为园区的企业发
展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平台。

产业集群优势 凸显
高新区初步形成了以衡阳钢管

为代表的能源和新能源装备制造、以
紫光古汉为代表的生物制药、以镭目
科技和泰豪通信等为代表的军事通
讯及电子信息、以广汽长丰和湖南六
和等为代表的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特
种车辆、以水口山新材料等为代表的
金属材料及新材料五大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 拥有包括世界 500 强企业荷
兰帝斯曼、 中国 500 强企业娃哈哈、
广汽长丰集团和中兴通讯等知名企
业。 园区内的优质钢管材深加工产业
已具有较强的产业优势，在衡钢的牵
引下，围绕无缝钢管及深加工主导产

业已经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目前聚
集区企业已达 38 家，2011 年，仅钢管
深加工产业产值已达 110 亿元，位居
国内钢管深加工产业首位。

美好发展 前景
“十二五”期间，衡阳高新区将继

续做大做强五大产业集群， 积极承接
国际产业转移和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建设 1－2 个具有较强国内竞争力的创
新产业集群。强化企业服务，积极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 力争主要经济指标
以年均 35%的速度增长， 高新技术企
业占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比例
达到 70％， 全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
业实现产值占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
比重达到 90%。 抓住衡阳市被列为“国
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契机，
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
业，力争营业总收入比例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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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高新技术开发区主干道

高新区：当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杨为群 沈雪云

白沙洲工业园区位于衡阳市城
区南部，规划面积 137 平方公里，产
业定位为先进制造业、 光伏电子信
息产业和现代物流业。 园区先后被
授牌为 “国家火炬计划输变电装备
产业基地”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
基地”、“湖南十大最具投资价值产
业园区”， 与 “湖南衡阳深圳工业
园”、“湖南衡阳台湾工业园”、“湖南
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白沙示范
区 ”实行 “多块牌子 ，一套人马 ”运
作。 2011 年，园区全年工业生产总
值突破百亿元， 开始迈进百亿园区
的行列。

从白手起家到百亿园区， 白沙
洲工业园区只用了仅仅 5 年时间。
抢抓发展机遇，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是园区快速发展的强大推力。 在 5
年的时间里 ， 从实力央企到世界
500 强，从中南沿海到长三角地区，
从机械制造业到精密电子领域，园
区以扎实的工作， 在承接产业转移
中不断描绘出精彩的画卷， 成为一
方投资热土。

以优惠的政策吸引投资
白沙洲工业园区在承接产业转

移上，拥有衡阳大的政策优势，衡阳
市是老工业城市， 比照执行国家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关优惠政策，
享受湘南三市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
(34 条)；省政府对园区在建设资金、
规费减免、协调机制、用地指标等方
面给予特别支持。 “封闭式管理，开
放式运行”和“无费区”的运作模式
随时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

园区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以

最宽松的政策吸引项目入驻园区。
园区出台了别具一格的招商引资奖
励办法，如：对园区招商引资作出突
出贡献的人，都予以特别奖励；标准
化厂房租赁实行与税收挂钩的 “零
租金”政策，即企业在租赁标准厂房
进行生产过程中， 若税收地方留成
部分达到了 120 元/平方米·年的标
准，租金全免等。这些优惠政策吸引
越来越多的客商来园区投资创业。

以完善的设施服务项目
基础设施是园区发展的载体，

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多年来，
园区一直以 “像经营酒店一样经营
园区”的理念，完善基础设施，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进入白沙洲工
业园区就会发现， 这里路网四通八
达，水、电、燃气、通讯、宽带等设施
均配套到位， 项目入驻即可投入使
用。

目前， 白沙洲工业园区已累计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25.38 亿
元，建成了区域内总里程达 20.7 公
里的 11 条主干道，形成了便捷的路
网格局。建成标准厂房 32 万余平方
米，安置房 27.6 万平方米，廉租房、
公租房 12.6 万平方米。 已建成的衡
阳口岸、 在建的白沙洲物流园和即
将获批的综合保税区都坐落在工业
园内， 将为园区承接产业转移发挥
重要作用。

为了给企业职工营造一个良好
的生活环境， 园区紧紧围绕职工的
衣、食、住、行，不断完善生活配套设
施。 目前，园区配备了 1632 套高标
准的员工公寓以及多个员工食堂，

开通了园区免费梭巴和 5 条直达市
区的公交线路， 建立了员工活动中
心、网吧、图书室、健身室，为园区企
业营造了一个宜工宜居的生活环
境。

以全面的招商抢抓机遇
要加快工业化进程， 承接产业

转移就是一种发展机遇。 如何抓住
机遇，加快发展，白沙洲工业园区以
全方位的招商行动给出了答案。

园区对产业进行了精准的定
位，着重围绕先进制造、光伏电子信
息和现代物流这三大主导产业来抓
好招商选资工作。 世界 500 强企业
中钢集团、日本欧姆龙、富士康的落
户，成为园区招商引资亮点，开启了
衡阳市承接世界 500 强企业的先
河。

正是由于这种大力度招商，才
使得白沙洲工业园区从承接产业转
移的这块大蛋糕中尝到了 “甜头”，
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011 年 8 月 19
日，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来到白沙洲
工业园区，出席富士康（衡阳）工业
园奠基仪式，这一刻，白沙洲工业园
区再次吸引了三湘四水的目光。 富
士康的落户不仅是园区招商力作的
见证， 也让衡阳在承接产业转移上
抢占了先机。

以优质的服务促进发展
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 不但要

比拼“硬件”，还要比拼“软件”。快捷
的办事程序、人性化的管理、和谐的
发展环境等都是“软件”。 企业进来
以后， 园区会像保姆一样精心呵护
企业成长， 把企业大大小小的困难
实行清单式和一站式服务， 逐个进
行解决。 一是努力在“三证一书”的
办理、融资等方面加强服务，把企业
从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中解脱出
来， 让企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
生产建设和产品研发。 二是确保企
业独立封闭运行，杜绝外来干扰。严
格控制各类对企业的检查、 考察活
动，做到不给企业增添麻烦，让企业
一心一意进行生产经营。 三是针对
不同的企业量体裁衣进行服务。 如
有的企业劳动用工密集， 园区积极
联系劳动部门， 协助企业解决用工
难题。通过这样的方式，园区已为协
助相关企业招募了近万名员工，有
效解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

在衡阳市北郊、湘江之滨，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厂房里
生产热火朝天， 宽敞亮丽的交通要道上车辆川流不息，项
目建设现场更是如火如荼，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就
是闻名遐迩的湖南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 （根据湘政函
[2012]88 号文件精神， 湖南衡阳松木工业园区更名为湖南
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松木经开区）。

这是一方美丽富饶的热土：矿产资源丰富。 松木经开
区所在地已经探明的岩盐资源储量达 140 亿吨，芒硝可利
用资源储量达 4.4 亿吨。 区位交通优越。 京广铁路、武广高
铁、湘桂铁路连通四方，吉邵高速穿区而过，107 国道傍区
而行，千吨级轮船可通江达海。 衡阳－深圳已开通“五定班
列、铁海联运”，进一步加快了物流速度，降低了企业的物
流成本。 配套设施完善。 松木经开区修建了标准厂房 27 万
平方米，主干道路 30 多公里；松木水厂、松木千吨级码头
已建成投入运营； 一个 220KV 变电站和两个 110KV 变电
站已建成投入使用，保证了企业用电负荷的需求。 发展环
境优良。 衡阳是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湖南省制定了土地计划倾斜、保障企业用工、
税收等 40 项优惠政策，以推动衡阳加快发展。 松木经开区
行使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全面推行全程代理制、限时
审批制、服务承诺制，为入区企业和项目建设提供一站式
服务；执行“无费工业区、企业宁静日”的管理模式，任何单
位和部门不得向入区企业收取费用。

近几年来，松木经开区正是依托上述优势，突出“松木
特色”，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富民强市
第一推动力，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盐卤化工及精细化
工等三大产业，争当富民强市第一增长极。

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成为富民强市第
一推动力

为了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松木经开区借助湖南省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试验区这个新平台， 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

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松木经开区围绕
产业链开展招商引资，入区企业关联度更加紧密，资源利
用率逐步提高。
例如：恒光化工
的硫酸是建衡
实业的原材料，
建衡实业的试
剂硫酸是瑞达
电源的原材料。
骏杰化工利用
建滔化工的废
氯气生产氯化
石蜡，锦轩化工
利用恒光化工
的硫酸和建滔
化工的废氯气
生产 ADC 发泡
剂……

实 施 产 业
配套，综合利用
工业废渣。 松木
经开区现已投
产的金山水泥
4500 吨/日电石
渣干法水泥项
目每年可处理
各类工业废渣
100 万吨左右 ，
既降低了石灰石资源的消耗，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和废
渣堆存造成的污染。

加快工艺革新，减少废水废气排放。 日前，衡阳建滔化
工获批国家工业循环经济重大示范工程，该公司建设了一
套回收水管网络体系，将处理后的合格污水重新泵入全厂
循环水系统实现再利用，力争做到污水零排放。 恒光化工
30 万吨/年硫酸项目产生的余热蒸汽通过化工管廊输送到
松木经开区其他企业，既减少了入区企业的二氧化碳总排
放量，又实现了资源的综合利用。

采用先进技术，降低资源能源消耗。 衡阳建滔化工采
用北化机生产的电解槽和日本旭化成的离子膜烧碱生产
技术，不但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每年可节约电能 1380 万
度。

大力发展三大产业，争当富民强市第一
增长极

近几年来，松木经开区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盐卤
化工及精细化工等三大产业， 把新能源产业放在最重要、
最突出的位置，按照“化工为新材料服务、新材料为新能源

服务”的理念开展重点招
商，努力提高产业聚集成
效。

为什么选择发展新
能源产业？ 面对笔者的提
问，松木经开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胡花云如
数家珍 ：“衡阳是个好地
方”， 发展新能源产业具
备三大优势。 第一，交通
运输非常方便。 新世纪的
衡阳已经进入 “高铁、高
速、高飞”时代，“1189”工
程（1 个机场、1 条湘江黄
金水道 、8 条高速公路 、9
条铁路）让衡阳的区位交
通优势更加突出。 第二，
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世
界铅 都 ”、 “有 色 金 属 之
乡”、“非金属之乡” 的美
誉让衡阳的矿产资源优
势声名远播，在松木经开
区周边不足 1 小时车程
以内的区域里，具有丰富
储量的金属资源有铅锌、
硫铁矿 、锡等 ；非金属资
源有片状高岭土、 萤石、
白云石和石英砂等 。 第
三， 产业基础非常雄厚。
衡阳是个老工业城市，发
展新能源产业的原材料
大部分可以在本地供给。
中建材选择在松木经开
区投资，主要是因为全国
只有衡阳拥有生产光伏
玻璃所需要的脉石英、石

英砂、钠长石、芒硝、白云石
等原材料。 第四，配套设施
非常完善。 已建成的松木污
水处理厂可以处理各种化
工污水，正在建设的电镀中
心建成投入使用后，可承接
相关电镀业务，项目入区在
环评、安评方面没有什么障
碍。

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
发展优势，吸引了中国建材、中国至德集团、瑞达电源、电科
电源、理昂电力、深圳山木电池等一批科技含量高、资金实
力强、发展势头好的新能源企业入驻松木经开区，现已形成
储能、太阳能、生物能、新能源汽车等四大板块，到“十二五”
末，新能源产业年产值可达到 200 亿元，将一跃成为松木经
开区的第一主导产业。

目前，松木经开区正在提升改造盐卤化工及精细化工
这一传统产业，依托现有的建滔化工、新澧化工、恒光化工、
达利化工、建衡实业、锦轩化工、川井化工等企业，努力形成
以盐卤化工为主体，以煤化工为辅助，以氟化工、硅化工为
两翼的集群化发展总体格局，力争在“十二五”期末实现年
产值 127.5 亿元。

此外，松木经开区还将建设新材料产业聚集区，新材料
产业聚集区以中耀陶板、博深实业、华砷科技、中泰钛业等
企业的投产为契机，开辟高性能陶瓷材料、高性能金属材
料、纳米材料、新型高分子材料等新材料产品链，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力争在“十二五”期末实现年产值 22 亿元。

按照“再造一个新衡阳”的总体部署，到“十二五”期末，松
木经开区将累计完成投资 160 亿元， 年工业总产值将突破
300亿元。

江东、江西产业分区图

白沙工业园一角

白沙洲工业园区办公大楼

中博盛会·衡阳有约

营造承接产业转移最佳发展平台
夏琳琳 李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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