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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

华容工业集中区行政服务中心。

嘉禾经济开发区规划图。

新化经济开发区。

安化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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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经济开发区效果图。

这里是交通便利、区位优越、自然资源丰
富的常宁市水口山经济开发区。 近年来，在常
宁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经开区以科学的发
展观统领全局工作，坚持走“工业兴区、产业旺
区、科技强区、招商富区”之路，以创建土地集
约、产业集聚、布局合理、设施配套、资源节约、
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园区为目标，努力作好发展
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优质高效服务
这四篇文章，园区发展呈现良好态势，诠释了
经济发展谋略在雁城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恪尽职守 招商引资促发展

开发区要发展，招商引资是关键。常宁水
口山经开区以招商引资为中心， 以项目为生
命线，不断强化工作创新，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为扩大招商引资，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该园区落实招商引资责任制， 提高招商引资
履约率， 全力做好招商引资签约项目的跟踪
落实，保证履约率在 80%以上。 近年来，园区
举全力组织和参与招商， 坚持内资外资一起
引，大小项目一齐上，招商引资成绩斐然。 目

前 引 进 项 目 28
个 ， 合 同 引 资
57.3 亿元 ， 到位
资金 26.7 亿元 ；
已入园落户企业
26 家， 其中投资
500 万元以上规
模企业 13 家 ，投
资 1 亿元项目 3
家 ，投资 5000 万
元以上 8 家。

中国五矿投
资约 30 亿元的 20 万吨金铜综合回收产业升
级技术改造项目；浙江极力新能源动力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 9.3 亿元的卷绕式铅酸蓄电池项
目和铅盐化工项目；衡阳水口山沿江锌业有限
公司投资 1.5 亿元的 3 万吨硫酸锌、2 万吨氧
化锌项目； 衡阳凯威化工有限公司投资 5000
万元的 6 万吨硫酸锌项目；衡阳圆明实业有限
公司投资 4000 万元的铅极板项目； 湖南水口
山有色金属集团投资 8 亿元的“含砷金硫精矿
循环利用工程”项目，现园区已形成有色金属
冶炼、 化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业基地……近三
年，园区共完成工业产值 136.65 亿元，实现税
收共计 54944 万元。

夯实基础 完善设施促发展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常宁水口山经
济开发区领导层深知“筑巢引凤”的道理，大
手笔的投入，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园区自成立以来， 基础设施共投入 3.16
亿元，通过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和争取市委、
市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园区加快了交通设施
建设，形成“四纵四横”的园区道路骨架；加快

S214 线常宁至松柏段改造和衡桂高速连接
线建设，构筑通畅便利的外部交通。园区正在
完善一批公用设施：投资 6000 万元兴建日产
5 万吨自来水厂及主供水管网；投资 1.2 亿元
兴建 11 万伏变电站；投资 1.8 亿元兴建日处
理 3 万吨工业污水净化厂；投资 13.5 亿元兴
建占地 750 亩，安置面积 51 万平方米，安置
人口 12000 余人的安置小区，为园区的安定、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优化环境 提升服务促发展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

条件， 提升服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面。水口山开发区着眼长远谋划未来，促进
经济社会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走出一条符合
地方实际的环保与经济发展共赢的新道路。

相关职能部门转变观念，优化服务，确保
“封闭式管理、开放式运行”的管理模式，为开
发区发展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 园区
还对来开发区投资的客商从投资办厂、 生产
经营等全过程实行全程跟踪服务， 为已经入
园的重点企业提供产品配套和相关服务，全
面落实“委托代办制”和“一审一核制”，切切
实实让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住、赚到钱。

加强环境保护， 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有力保障。园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遵循循
环经济理论，严格企业生产排放标准，帮助企
业改进工艺流程，从源头上控制“三废”排放；
利用水松地区废渣、废水、废气回收利用，引
进境内外企业投资建成循环再生产企业，提
高“三废”处理能力；加强区内的绿化、美化，
提高园区绿化率， 利用区内未开发的控制面
积， 积极发展生态农业， 实现资源的有效利
用。

规划布局 产业集结促发展
“开发一片、建设一片、配套一片、繁荣一

片，高标准、高起点地规划和建设，集结成无
边的亮丽风景。 ”

为优化区内布局结构， 园区在原有建设
规划基础上， 结合衡桂高速公路连接线的建
设， 根据水松区的总体规划， 编制了开发区
9.12 平方公里的远景控制规划和 4.72 平方
公里的有色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 重点
以中国五矿投资的金铜综合回收产业升级技
术改造项目入驻园区为契机， 向东南方向拓
展 2.14 平方公里， 形成有色金属冶炼小区；
在西南北中心地段， 拓展 1.65 平方公里，建
设有色金属精细化工业小区； 原生态隔离带
西南方向建设 1.92 平方公里的有色金属深
加工、高新研发小区；依托近期规划建设的湘
江千吨级货运码头、 瓦松铁路园区货运站在
园区北面建设 0.93 平方公里的仓储物流中
心；形成工业园区化、服务业现代化、农业都
市化的区域性经济发展布局。

目前， 常宁水口山经开区正重点培育冶
炼、化工、新型材料、高新技术产业，把开发区
由资源型、粗放型加工为主，转向技术型、精
细型加工制造业，推进产业集群，大力发展优
势产业， 重点发展铅锌冶化与新型材料循环
经济产业， 实现开发区工业技术的升级换代
和经济效益的大步提高。

特色园区放异彩， 蓄势腾飞大崛起！ 借
“十二五”发展的春风，水口山经济开发区领
导将充分发挥园区资源优势，按照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统一的原则，以市场为
导向，以技术创新和节约挖潜为重点，立足本
职，凝心聚力，努力在湘南经济发展中谱写新
的恢弘乐章。

喜迎十八大 湖南优秀产业园区集锦

蓄势腾飞大崛起
———常宁市水口山经济开发区发展纪实

段新平 周 斌

湖南江华经济开发区位于江华瑶族自治
县新城区内， 是我省重点省级工业经济开发
区。园区地处湘、粤、桂三省交界处，紧邻江华
县城市中心，开发面积近 ８ 平方公里，是江华
城市产业发展升级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该
园区紧紧围绕“招商引资、基础建设、投融资
和企业生产”四大重点，着力打造“绿色生态
百亿园区 ”。 1—6 月实现了固定资产投资
10.3 亿元、工业总产值 8.29 亿元 、规模以上
企业工业增加值 1.66 亿元，为园区可持续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全面推进 加快发展

“海螺水泥项目进展较快，正在进行首采
区的矿山征收工作， 目前已经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8.7 亿元，厂房主体已完成近 90%，预计
今年 10 月份可正式点火投产。 ”江华经开区
负责人介绍说。

近年来，园区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领导、
落实责任、加强调度，为促进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的全面推进做了大量工作。目前，海螺塑料
包装袋项目已正式投产； 五矿稀土已启动稀
土采矿权证扩界和稀土矿山生产准备工作，
稀土分离厂即将开工建设； 九龙井酒业项目
已完成征地拆迁和清表土工程， 正进行规划
和征地资料整理，即将进行土地出让……

为实现“绿色百亿园区”的发展目标，他
们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相融、全面加快

工业发展与行政办公、商贸物流、观光旅游、
金融文化、教育医疗、休闲文化等协调发展，
努力打造全省一流的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先
行区、示范区。

完善配套 优化服务

为完善园区配套设施， 提高园区服务水
平， 江华经开区首先从道路设施完善上下功
夫。 瑶都大道的排水管网安装工程和绿化、亮
化工程；沱江路、鲤鱼井路水泥路面硬化工程；
春晓西路的路基工程，经二路、醉海一路、外环
路（一期）土方路基工程；江华大道的绿化、美
化工程等，都在稳步推进，有些已经完工。

目前， 园区的中小企业创业基地也已完
成创一、 创二、 创四三条道路的路基土方工
程， 正在进行渠道改移和道路排水工程施工
和标准厂房场地平整。 神州瑶族文化公园已
完成初步规划设计，正进行征地拆迁工作。 城
西合建办公楼已完成规划设计， 正进行土地
报批、征收工作。

据介绍，牛鼻孔五星级宾馆已经完成土地
出让规划设计，计划 ６ 月底开工建设。 滨江风
光带、放丘岗广场、金牛广场、四联生态休闲
园、大山寨公园、山寨城门、城北大道、迎宾路
北向延伸段、鲤鱼井东路至沿河路等项目正进
行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随着各项建设的稳步
推进，园区产业聚集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集聚产业 实现跨越

今年， 江华经开区通过海螺水泥项目进
行产业链条招商。 成功引进了总投资 1.35 亿
元的海螺塑料包装配套项目。 总投资 0.3 亿
元的海螺水泥堆场项目正进行选址等前期工
作。

园区还引入了江西新纪元服装有限公司
投资 5000 万元，在开发区建设占地 30 亩、年
产 60 万件服装生产线以及相关生产生活配
套设施，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1.2 亿元，年税收
100 万元，提供 600 人以上就业岗位。

江华坤昊实业有限公司为匹配其 100 万
吨还原铁生产线项目，计划投资 6000 万元在
开发区建设仓储物流中心项目， 项目占地约
40 亩，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10 亿元以上，年税
收达 1000 万元以上。

广东温氏集团计划投资约 3 亿元人民币
在江华建设猪苗 40 万头猪场 4 个，并在开发
区内建设配套饲料加工项目和公司总部。 该
项目预计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6 亿元。

中新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开发区就
建设 30 万吨生态土壤还原剂项目签订了投
资框架协议。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9 亿元人
民币，占地面积约 750 亩，其中一期投资 1.5
亿元人民币，用地面积约 130 亩，建设 5 万吨
生态土壤还原剂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 项
目建成后将为该县推广生态农业、 提高农产
品质量、 促进地方农业产业整体升级有积极
作用。

接下来，园区还将围绕五矿稀土产业，引进
稀贵金属加工和设备生产企业； 围绕卓业电
子项目，引进一些印刷、塑料包装企业；围绕
中国风电项目，发展一些储能、并网配套企业
等。 今年江华经开区将努力实现融资 12.9 亿
元，为园区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段新平 张 勇

“炎陵”县是传说中老祖宗炎帝神农氏
的安寝福地，位于湘东南边陲、井冈山西麓,
因“邑有圣陵”炎帝陵而得名。

近年来，作为该县招商引资的主窗口，
九龙工业集中区（原九龙工业园）以其优越
的区域优势、完善的配套服务、严格的园区
管理赢得各方投资客商青睐，先后获得“湖
南省棉纺织产业基地”、“省级综合性高技
术产业基地”、“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特色
基地”等多项荣誉，成为名副其实的“产业
聚集地”。

科学规划 强效管理
为进一步加强园区土地利用管理及调

配，近年来，九龙工业集中区全力争取集中
建设用地指标，确保年度新增建设用地 50%
以上用于工业集中区建设。

“集中、节约、高效”是园区科学用地
的指导方针，他们将城西主园区作为重点，
沿 G106 向西拓展， 总规划面积达 10.67 平
方公里，空间布局为“一区两园”，其中“一
区”为九龙工业集中区，“两园”为九龙工业
核心园和中小企业创业园。

为认真做好土地的报批和征地拆迁工
作，确保及时提供项目用地，园区实行专人
负责、全程跟踪制度，研究制定了入区企业
投资强度、 建筑密度、 容积率等强制性指

标，将每亩工业产值、税收等指标逐步列为
入区项目审核条件，真正确保了科学用地、
合理用地、集约用地，为科学发展迈出了更
为坚实的步伐。

“筑巢引凤” 承载加强
良好的配套设施和完善的服务是一个

产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近年来，
为加强园区承载能力，按照“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的原则，大力拓宽融资渠道，在完
善主园区东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 加快
实施西部拓展区建设， 不断加快中小企业
创业园的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路网、电网、自来水网、通讯网的
全面铺开，排污设施、标准厂房等基础设施
建设的不断完善， 大大增强了九龙工业集
中区的产业承载能力。 目前，工业集中区已
形成“三横两纵”的方格网式道路结构。 新
建道路绿化工程 90 公里 。 为确保企业用
电、用水需要，园区电力设施建设和自来水
向工业集中区供水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十

一五”期间，园区基础设施投资 2.1 亿元，完
成了 4 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配
套，完成了以九龙大道为代表的“六路两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区域
交通环境，为工业集中区“十二五”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立足优势 集群发展
九龙工业集中区已成为加快炎陵发展

的动力引擎和示范平台！
他们立足资源优势和现有企业， 突出

“产业链”、“客商链”、“企业链”招商，实现
“补链引资”， 加速集聚扩张， 壮大产业规
模，推动集群发展。

他们重点以农林产品、纺织服装、新型
材料等产业提档升级产业项目， 引进科技
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产业链条长的大项目落户园区，实现
工业总量扩张。 与此同时，积极调整园区产
业招商重点，加快电子信息、装备机械制造
等高新技术产业。 加强项目的收集、筛选、

论证，努力做好招商服务工作，继续实行县
级领导和县级部门联系重点招商项目制度
和项目跟踪落实制度，定目标、定时间、定
项目、定责任、定奖惩，提高项目引进的成
功率。 通过洽谈、建设、投产等全方位跟踪
服务，促使项目招得进、落得下、见成效。

板块招商、委托招商、节会招商 、以商
招商，九龙通过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建立
了全方位招商网络，开拓了招商信息资源，
突出引进战略投资者， 同时建立良好的激
励机制，强化了招商目标考核。 他们按区域
建立招商处和委托代理招商点， 将招商引
资网点逐步建立在沿海和境外重要城市积
极利用互联网站平台收集与发布各类招商
信息以及中博会、珠洽会、湘商大会等平台
进行项目推介，全方位招商引资，大大提高
了实效。

今天的九龙，正朝着科学、绿色的方向
加速迈进，他们将立足自身优势，不断加大
建设力度、完善服务水平、助推现代化产业
发展， 为炎陵县域经济的腾飞注入新的活
力！

九龙：产业集群之福地
九龙工业集中区实景模型。

建绿色园区 创百亿工程
———湖南江华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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