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阳概况
浏阳隶属省会长沙，地处华中大三角经济腹地和长株潭“两型”社会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沙东线经
济走廊主要板块。 市域距黄花国际机场 8 公里、武广高铁长沙站 15 公里、
京珠高速长沙北入口 17 公里、长沙火车站 27 公里、长沙霞凝港 27 公里，
是“对接长三角、融入长株潭、辐射湘赣边”的区域性次中心城市。 全市总面
积 5007 平方公里，人口 143 万，辖 37 个乡镇（街道），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一个国家级再制造示范基地。 荣获全国最
具区域带动力中小城市百强、全国发展改革试
点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花炮之
乡、中国花木之乡、中国蒸菜之乡、中国
诗词之乡、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湖南
省文明城市等美誉。

湖湘投资宝地 长沙东部引擎
———浏阳市开放发展纪实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1 湖南林业现代家具产业园项目 30000
2 瓦林坪度假营项目 100000
3 湖南省狮子山森林公园开发项目 25200
4 浏阳知青文化园项目 17000
5 五星级酒店及商住宅开发项目 100000
6 城南广场综合开发项目 300000
7 浏阳河综合治理开发项目 530000
8 浏阳市旅游集散中心项目 92000
9 浏阳黑山羊综合开发项目 6000
10 复合型集散中心项目 50000
11 浏阳汽车城项目 150000
12 北盛沙江河商务中心建设项目 100000
13 龙伏工业小区项目 15000
14 环保纺织基地项目 500000
15 食品工业小区项目 200000
16 文家市红色文化建设项目 23000
17 浏阳花炮文化产业园项目 132500
18 抽水蓄能电站开发项目 350000
19 象形山旅游开发项目 4000
20 大光湖生态旅游开发项目 9120
21 飞扬农庄整体转让项目 3000
22 三口镇郭家亭集镇开发项目 8000

浏阳市发布招商项目 68 个，总投资 908 亿元。 其中重大招商项目 46 个，总投资 633 亿元；重点招商项目 22 个，总投资 275 亿元。 项目详情可见
《湖湘宝地·美丽浏阳招商项目手册》及浏阳招商网。 联系方式：电话：0731-82876867 手机：15873115919 邮箱：840984978@qq.com

浏阳城区全景图

2013美丽浏阳重大招商项目

项目名称 总 投 资
﹙万元﹚

国家级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
项目

1 智能手机整机生产商项目 100000
2 标准厂房建设项目 15000
3 捞刀河沿岸两厢综合开发项目 123000
4 南园枫江桥古镇项目 15000
5 五星级国际大酒店项目 30000

湖南浏阳制造产业基地招商项目

6 工程机械整机企业项目 200000
7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生产项目 500000
8 再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再制造企业项目 200000
9 快速消费品加工制造项目 350000
10 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发项目 500000
11 综合市场开发项目 100000

湖南浏阳两型产业园招商项目
12 健康食品产业园项目 200000
13 安全食品产业中心标准厂房项目 50000
14 城市综合体开发项目 30000

浏阳河文化产业园招商项目

15 浏阳河影视文化园项目 50000
16 浏阳河烟花实景剧项目 40000

17
“智慧浏阳河”创意孵化基地项目 8000
“百草园”药用植物观光科教基地项目 15000

19 浏阳烟花欢乐城项目 20000
20 中国菊花石雕博物馆项目 22000
21 五子石景区索道项目 24000
22 安州旅游度假村综合开发项目 70000
23 新田顶度假中心项目 20000

大围山生态旅游示范区招商项目

项目名称 总 投 资
﹙万元﹚

26 五星级温泉度假酒店项目 30000

浏阳河生态经济示范区招商项目
27 智慧小城镇项目 1400000
28 园艺交易博览园项目 500000
29 花卉苗木电子交易平台项目 100000

长兴湖城市新区招商项目 30 长兴湖城市新区开发项目 380000
万丰湖片区招商项目 31 万丰湖片区休闲旅游度假综合开发项目 100000
浏阳河·西湖山枫浦片区招商项目 32 浏阳河·西湖山枫浦片区综合开发项目 360000

浏北运动休闲旅游招商项目
33 泛赤马湖体育休闲度假区项目 50000
34 周洛丹霞湖旅游开发项目 6000

永安镇综合开发项目
35 捞刀河风光带项目 100000
36 空港中心城项目 30000

大瑶镇综合开发项目
37 南川河风光带综合开发项目 80000
38 花炮职业技术学校项目 15000
39 烟花艺术体验中心项目 20000

沿溪镇综合开发项目 40 金玉国际大酒店项目 3200

镇头镇综合开发项目
41 镇头新区建设开发项目 23500
42 镇头连接线建设开发项目 16000
43 钟佛寺文化旅游综合建设项目 8000

大围山镇综合开发项目
44 白沙古镇开发建设项目 50000
45 客家民俗文化村项目 12000

浏阳蒸菜产业化项目 46 浏阳蒸菜产业化项目 40000

25 大围山冰河世纪主题公园项目 300000大围山生态旅游示范区招商项目
24 中塘商业服务区项目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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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子信息龙头企业蓝思科技

长兴湖片区鸟瞰图

浏阳河生态经济示范区 金科·天湖新城

2012 年，浏阳财政收入增速勇夺长沙九
区（县）第一；

市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居全国百强第 60
位；

获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城市，生物产业
基地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全省城乡环境整治和文明城市创建
两项考核测评中，双双折桂；

今年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4.78
亿元， 增长 14.1%，1—4 月完成财政总收入
27.94 亿元，增长 36.15%。

……
近两年来，浏阳市砥砺奋进，乘势而上，

跑出了令人振奋的“浏阳速度”，在日趋激烈
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长沙市副市长、
浏阳市委书记曹立军豪情满怀：当前，浏阳
正积极响应长沙市委、市政府号召，勇敢地
承担起“打头阵、当表率、创一流”的重任，迅
速掀起“六个走在前列”大竞赛活动的比拼
热潮 ，形成了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 、争先恐
后、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 凭着这种蓬勃向
上的发展势头，浏阳一定能赢取区域竞争的
发展先机，未来五年实现“挺进三十强、再创
新辉煌”的宏伟目标！

实力聚集：园镇崛起产业升级

近几年，浏阳在全球产业格局大调整的
浪潮下大力加快园区发展， 调优产业布局。
全面推动项目向园区集中、 要素向园区集
聚、政策向园区倾斜，浏阳迎来了产业集聚
发展、经济快速腾飞的蓬勃春天：蓝思科技、
介面光电 、博世再制造 、二代光纤 、华能热
电、永清环保、尔康制药等近 500 家企业，纷
纷入驻以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和湖南浏
阳制造产业基地为核心的工业新城，共同铸
就浏阳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共同抒
写浏阳“十二五”末园区工业产值 1500 亿元
的发展新篇。 而日益壮大的湖南浏阳两型产
业园、浏阳河文化产业园、大围山生态旅游

示范区、 浏阳河生态经济示范区等园区，大
瑶、镇头等工业集中区也让浏阳持续涌动着
发展的激情与创业的力量。 随着交通提速、
双向融城的加快，长兴湖城市新区、万丰湖
片区、西湖山枫浦片区、浏北运动旅游休闲
区引来企业纷纷入驻，永安、大瑶、沿溪、镇
头、大围山等乡镇已成为小城镇建设的桥头
堡。

2012 年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机械制
造、鞭炮烟花四大产业集群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的 80%以上， 四大产业集群中年产值过亿

元企业 198 家，相比 2011 年新增了 64 家！
与四大产业集群龙腾虎跃相映成趣的

是，健康食品、生态旅游、文化创意、商贸服
务等产业加速发展。

在浏阳市两型产业园，湖南安全食品产
业中心建设正稳步推进 ，2015 年全部建成
后，可入驻企业 60 至 80 家。

浏阳突出“旅游新方向、中国大围山”品
牌宣传， 全力建设大围山生态旅游示范区，
大手笔高起点推进大围山建设，打造了“春
赏花、夏漂流、秋品果、冬滑雪”的旅游精品
品牌，三产业发展日益繁荣。

以“中国花木之乡”柏加为龙头，一个全
新的浏阳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呼之欲出，柏加
被国家住建部评为首批智慧城镇。

活力迸发：交通融城人才活市

走进浏阳青山绿水之间，可以深切地感
受到“交通兴、百业兴”的真谛。

据浏阳市市长余勋伟介绍，浏阳近年来
相继启动了长浏、浏醴、大浏 3 条高速公路等
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浏醴、大浏高速已全线
通车，长浏高速、南横线一期、开元东路东延
线二期工程建设正在加速推进，启动了张小
公路、 大围山干线公路和浏中文公路建设，
“对内大循环、对外大开放”的大交通格局正
在逐步构建 ，浏阳 “对接长三角 、融入长株
潭、辐射湘赣边”的发展态势愈加彰显!

如果说修路架桥、交通融城是凝聚看得
见的正能量，那么浏阳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则
是在积聚无形却潜力无限的正能量。 近两年
来，浏阳在“人才活市”上频出大手笔：

面向“211”工程院校引进了 100 名人才。

面向全国引进 10 名博士生和 60 名紧
缺型人才充实到市直单位；选拔 50 名年轻干
部挂职锻炼（任乡、镇长助理），充实党政人
才后备力量。

实施人才引进“5358”工程，即：用 5 年时
间引进 3000 名机关事业单位和教育、卫生类
人才、5000 名企业中高层管理人才、8 万名企
业专业技能人才。

“一个地方人才有多少，未来发展的空
间就有多大。 ”曹立军说，“未来，浏阳将构建
与之发展相适应的人才体制机制，激发干部
队伍的积极性、创造性，掀起新一轮英才辈
出、人才兴业的高潮。 ”

引力强劲：环境优化亲商爱商

2011 年开始， 浏阳强力实施设施提质、
乡村整洁、全民绿化、淳化民风四项工程，持
续开展交通秩序、市容秩序、市场秩序、治安
秩序四项秩序整治， 形成了城乡容貌改观、
环境管理有序、城镇品位提升、人居环境改
善、发展环境优化、居民素质提高、干部作风
转变的良好局面，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明显增
强。

今年，浏阳乘势而上，提出“三个一律”：
所有市直部门和乡镇街道一律实行开门办
公；各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实行限
时办结；各级各部门财政切块资金和项目专
项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实行公开公示。

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启动实施经济
发展、社会稳定、环境整治、作风转变等“四
项工作”的季度点评制度，奖惩在一线兑现，
在全市形成了浓厚的真抓实干、比学赶超的
发展氛围。

对影响浏阳未来发展的项目建设，浏阳
更是不遗余力，不断创新，全力打造投资新
“洼地”。 市级领导亲自挂帅，牵头主管部门，
一对一帮扶重点项目，为外来投资商解决了
系列难题。 两年来共指导服务重点招商项目
174 个，调度重点项目 125 个，收集问题 142
个，且全部得以协调解决，提高了项目签约
率、履约率和开工率。 招商部门不断完善全
程代办制度、部门联审制度、招商项目公示
制度，牢固树立亲商、爱商理念，为企业提供
快速、便捷服务，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魅力呈现：美丽浏阳幸福家园

区域竞争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浏阳
志存高远，谋划了建设美丽浏阳、打造幸福
家园的美好蓝图，明确了未来五年“挺进三
十强”的宏伟目标。

正是在这种蓄势待发中，浏阳开始在交

通融城、产业繁荣、园镇建设、人才选用、机
制创新、作风转变六个方面发力：

———交通融城。 加快浏北、浏西“双向融
城”步伐，全面融入省会半小时经济圈、全国
高速路网， 充分发挥主城区的辐射带动作
用。

———产业繁荣。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着
力壮大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制造、鞭炮
烟花四大产业集群， 大力促推健康食品、生
态旅游、文化创意、商贸服务四大产业加速
发展。

———园镇建设。 瞄准打造千亿级国家经
济技术开发区和全国一流再制造产业示范
基地目标 ，努力推动 “强园 ”与 “造城 ”相融
合、相协调、相促进。 抢抓国家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机遇，加快小城市、中心镇、特色镇
建设。

———人才选用。扎实推进“5358”工程，为
浏阳未来发展积蓄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真

正让想干事、能干事、干得成事的干部脱颖
而出，形成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
机制。

———机制创新。 创新财税管理机制、行
政管理机制、项目管理机制，激活经济发展
的内生动力。

———作风转变 。 认真践行 “一线工作
法”，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解
决企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遇
到的实际困难。 通过几年努力，真正将浏阳
打造成为创业热土和投资“洼地”。

面对良好发展态势， 曹立军信心十足：
浏阳目前已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较好的产
业基础、广阔的发展腹地、良好的自然生态、
深厚的地域文化和响亮的城市品牌，后发优
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加上全市上下争先
进位、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浏阳在未来区
域竞争中，一定会抢先一步，走在前列。 一个
“建设美丽浏阳，打造幸福家园”的远大梦想
将全情展现，一个文明富裕、民生和谐、宜居
宜业、绿色发展的美丽浏阳，即将饮誉绽放！

刘 凌

（本版图片由浏阳市招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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