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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 22 日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
授牌仪式上， 有两个程序受到与会者，
特别是企业界代表的热烈欢迎。 那就
是：湘潭市常务副市长谈文胜宣读《关
于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行使有关市级
行政经济管理权的意见》； 湘潭市直有
关单位负责人向胡伟林市长递交有关
权限下放备忘录。

道理摆在那里：湖南湘潭
岳塘经济开发区不仅享有与
国家级开发区同等的政策和

权限，掌握着 33 项市级行政经济审批的
权力。湘潭市委、市政府对湖南湘潭岳塘
经开区的政策支持是充分的。同时，湘潭
市下放给湖南岳塘经开区的权力用文件
规定下来， 并要求市直有关部门把此当
作政府规定动作务必做好做到位。 这些
说明： 上级单位给该区的政策支持是有
力的。有充分有力的政策支持，湖南湘潭
岳塘经开区能按照规划好的思路前进；
入园项目能在优惠的政策支持、 优良的
发展环境里获得理想的产业效益。

长株潭“两型”改革试验又立桥头堡
———湖南湘潭岳塘经济开发区扬帆起航

7 月 22 日，是湘潭市岳塘区人民翘首
以盼的日子。这天，历经半年精心运筹的湖
南湘潭岳塘经济开发区授牌了。 专程前往
祝贺的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金融、入园
企业的代表， 见证了岳塘人民热烈相贺的
喜悦气氛。

2012 年 3 月 5 日， 省政府同意将湘
潭双马工业园更名为湖南湘潭岳塘经济开
发区。 2013 年 1 月 30 日，经省政府同意，
省发改委正式批复了湖南湘潭岳塘经济开
发区的调区扩区方案。 作为我省最年轻的
省级经开区，一期规划面积为 7.2 平方公
里。

处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几何中心的
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 是长株潭 “两型社
会”配套改革试验区新立的一个桥头堡。其
四至范围为：西至湘潭湘江沿江风光带；东
与株洲交临；北至湘潭北二环；南与昭山示
范区交界。 她处于全国交通大动脉京港澳
高速、沪昆高速，以及武广高铁、沪昆高铁
的交会处。 距黄花国际机场，长沙、株洲市
中心都在 30 分钟车程之内。

作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
开发区，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围绕以“商贸
物流、现代服务、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生态
休闲”为主产业定位，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
力： 引进落地项目 16 个， 合同引资超过
800 亿元。中部国际机械物流、玮鸿冷链物
流、步步高生鲜物流、步步高荷塘商务区、
金阳农产品商贸城、 中国中部国际商贸城
等一大批重大商贸项目正式落户， 并迅速
启动了项目建设， 有的已取得令人欣喜的
产出效益，园区产业聚集效应已初步形成。

省委、省政府和湘潭市委、市政府对湖
南湘潭岳塘经开区的建设十分重视。 今年
4 月 27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亲临
园区考察指导。 湘潭市委书记陈三新寄予
厚望， 亲自将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定位为
“产业转型升级高地， 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滨江生态宜居新城”；市长胡伟林为园区发
展规划、建设多次现场办公亲力亲为。他俩
一同出席了授牌仪式，亲自授牌，并发表重
要讲话， 要求湘潭市直部门和岳塘区政府
一道， 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 完善基础设
施、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共
同推进建设与发展。湘潭市政府出台的《关
于湖南湘潭岳塘经济开发区行使有关市级

行政经济管理权的意见》 明确规定：该
区享受与湘潭经济开发区和湘潭高新
区这两个国家级园区同等的政策和权
限。 下放了 33 项市级行政经济审批

权限由岳塘经开区直接审批。
基于对交通区位、基础设施、

发展规划和园区自主权的认可 。
在授牌仪式上， 华融湘江银行

与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 授信

60 亿元； 中国中部国际
商贸城、步步高商务区等

4 个重大项目签约，协
议金额 120 多亿元。

湖南五江轻化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科 、工 、贸于一体 ，拥有自营进出
口权 ，总资产过 100 亿元的企业 。 在
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授牌仪式上 ，她
成为了与该区紧握住合作之手的 4
个单位之一 。 欲问个中原因 ，集团董
事局肖安江主席回答说 ：除了发展规
划正合吾意外 ，交通区位之优是个关
键性的因素。

打开一份《湖南省地图》，湖南湘潭
岳塘经开区交通区位之优一目了然。她
处于全国交通大动脉京港澳高速、沪昆

高速，以及武广高铁、沪昆高铁的交会
处 ；京广 、湘黔铁路 ，107、320 国道 ，贯
穿其中。 况且，湘黔铁路昭山编制站抬
头可见、湘江千吨级码头近在脚下。

以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为圆心，湘
潭市中心在 10 分钟车程的圆弧上；黄花
国际机场和长沙、 株洲市中心也分别处
于半小时和 20 分钟车程的圆弧上。货运
可通江达海，出行能海陆空兼备。还有哪
里比这更具交通区位优势？ 至于人居环
境那就更不用说了：脚下，清澈的湘江流
淌不息；眼前，叠翠昭山绿色馋人。

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

“物以稀为贵”，湖南湘潭岳塘经
开区把这句流传于世的哲言，用到了
产业发展规划上。

他们清楚，在湖南湘潭岳塘经开
区周围，就云集有 10 多个经开区，其
中还有 6 个资深业大的国家级经开
区。 而林林总总的这些经济园区，几
乎都是以发展工业产业为建设重点
的。

在“两型”建设需求的指导下，他
们选择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即：
以现代商贸物流为支柱， 现代服务、
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生态休闲为基
业的三产业服务同园竞妍。 他们要把

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建设成为全省
唯一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省
级经济开发区。

按照这一发展蓝图进行规划，他
们委托国际上著名的美国华汇 HHD
编制了概念性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 个性鲜明、功能明确的现代物流
园、滨江商业金融区、专业市场集中
区、电商物流园、物流综合服务中心、
会展商贸区、创智办公区、中小企业
集聚区、可持续性环保产业园、轨道
站点综合社区等 10 个产业功能区将
定格在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的土地
上。

定位独特的产业发展规划

大凡从事园区经济建设的人，都有
这么一个认识：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体
系、产业发展体系，是推进园区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湖南湘潭
岳塘经开区揭牌之后不到一星期，即有
近 10 个单位和企业投奔其麾下， 与这
三大体系渐显魅力不无关联。

服务体系是一个多元综合体，其中
融资服务与政策服务地位尤高。 湖南湘
潭岳塘经开区这“两个服务”要素有独
到之处：与湘潭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共
同注资 6 亿元，组建的“湘潭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已经启动。 与华融湘江银行
签订了授信 60 亿元战略合作协议，3 亿
元融资即将入账。 湘潭重金属污染治理
18 亿元债券已获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
与同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总

投资 8 亿元的项目投资协议。 他们享受
国家级经开区同等的政策和权限，握有
33 项直接审批权。

早在 3年前，湖南湘潭岳塘经开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就已铺开。至今为止，已累计
完成建设投资 5亿元， 沪昆高速公路竹埠
港连接线和主干道沃土路就将建成投用；
水、气主管网已经接通，电力供应充足。

在产业体系建设上， 已引进的 18
个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近 800 亿元。 以
去年实现交易额 200 亿元以上、实现财
税收入 1.2 亿元说话， 这些项目既具有
带动性强的特点，还为该区的产业体系
的构建搭下了骨架。

有着三大体系作保障，投资湖南湘
潭岳塘经开区大有所获，园区建设和发
展前景光明。

魅力初显的“三大体系”

充分有力的政策支持

昔日湘江岸边的老工业基地将建设成一座美丽的滨江生态宜居新城

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

产业布局———一核、一带、两轴、三片区

湖南湘潭岳塘经济开发区授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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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湖南湘潭岳塘经济开发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