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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阳市、浏阳经开区、蓝思科技分获县市
（区）、产业园、企业类的
‘
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一等奖’。”2014 年 2 月底，省政府办公厅
发布的 《2013 年度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考核结果通报》如一股春风激荡，振奋人心。
同样使人激动的还有长沙市公布的 2013
年工业经济主要指标：浏阳市以规模工业增加
值 20.2%的增速位居长沙各区县（市）榜首，
国家级浏阳经开区以规模工业增加值 27.8%
的增速位居长沙各园区榜首，均远高于长沙市
平均增速。
“工业是富民强市的主力军，加速推进新
型工业化是浏阳把工业做强做大并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舞好这个龙头。”长沙
市副市长、浏阳市委书记曹立军认为。
从过去的花炮经济一枝独秀，到成功唤来
—在加速推进新型工业
新型工业春色满园——
化的进程中， 今日之浏阳新兴产业热力十足，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规模企业万马奔腾。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浏阳有何秘诀和经
验？

新型工业化看“浏阳经验”
本报记者 王文隆
2 月 8 日上午，春寒料峭。
早两天下过的积雪还来不及消融，一场密密麻麻
的小雨又翩然而至。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武装
部前坪上，挤满了不畏寒冷和雨雪的求职者。 周围御
寒的十余盆炭火熊熊燃烧，人们大都无暇顾及。
这是浏阳为工业企业量身定制的一场人才招聘
会，面向靖州等湘、黔、桂交界地区 18 县市招聘。 6 个
小时，41 家企业的展台被围得水泄不通。
“到了午餐时间，连盒饭都送不进去！ ”浏阳市政
府一位负责现场组织的干部说。
为解决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新年上班
第一天起， 浏阳全市上上下下就掀起一股招工热潮，
全面启动 2014 年“春风行动”招聘活动。 市领导带队
到偏远地区招纳人才， 花费数十万元在省内 14 个市
州的党报为企业刊登招工广告，并陆续举办十余场招
聘会。
这背后，书写的是浏阳市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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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发展环境——
— 图为便捷高效的浏阳市政务服务中心。

搭建产业平台——
— 图为方兴未艾的国家级浏阳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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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优服务：为企业“想在心里，帮在实处”
3 月 2 日，蓝思科技集团董事会
秘书彭孟武告诉记者，在政府部门的
帮助下，蓝思科技短短二十天时间就
招聘了 2 万多员工，基本解决了当下
的用工需求。
招工热折射了浏阳市蓬勃兴旺
的产业巨潮，呈现出的是党政部门对
企业“想在心里，帮在实处”的服务姿
态，以及政企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
系。
浏阳多年前就为湖南提供了一
个较好的政府服务样板，并在全省推
广。 浏阳拥有一站式的政务服务中
心，企业需要办理的所有手续都可以
一站式完成，并且率先推行了“首问
责任制”、“限期办结制”等制度，给工

业企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服务环境。
对投资 3000 万元以上 或纳 税 500
万元以上企业的各类手续，当地由政
务服务中心负责受理， 并全程代办，
跟踪服务，限时办结。
浏阳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堪
称是工业企业之家，这里的配套设施
建设及功能建设越来越完善，经常开
展法律、品牌建设、培训教育、政务、
融资等服务工作。当地定期组织召开
工业运行分析会、 企业家座谈会、重
点企业调度会等， 集中研究问题，商
讨对策，及时协调解决工业经济运行
中出现的问题。
在浏阳，每季度必须召开一次工
业项目调度会，切实解决企业发展过

做强平台：筑巢引凤蓄势能
“我们将依托浏阳经开区的平台
优势， 在加大自身规模发展速度，大
力拓展智能手机生产规模，成为中国
智能手机第一民族品牌的同时，还大
力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在浏阳经开区
的高水平集聚。 ”深圳基伍集团总裁
张红学表示， 未来 3 年将配套引进
200-300 家智能手机产业链企业，
全部建成后实现 500 亿元产值，成
为中部地区第一家移动智能终端产
业基地。
2013 年 7 月， 张红学在项目落
户签约仪式上的发言，代表了新一代

投资者对浏阳新型工业布局和园区
平台优势的认可。
在浏阳的工业版图里，“三园六
区”互相呼应，自成体系。 生物医药
园，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产业为主；
制造产业园，以汽车零部件、工程机
械为主；两型产业园，以农副产品深
加工为主。以造纸印刷为主的大瑶工
业小区，以木制家居为主的沙市工业
小区，以电子产品为主的荷花工业小
区，以精品烟花鞭炮为主的沿溪花炮
工业小区，以环保科技为主的镇头工
业小区，以加工制造为主的龙伏工业

做活转型：传统花炮产业升级
“我们是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
篮子里的人， 一直专注于这个行
业。 ”3 月 1 日，颐和隆烟花集团总经
理黄光辉对记者说起这话， 神情笃
定。
颐和隆在三年前就看到了行业
趋势，投资 2 亿元购买 3 家工厂，聘
请专家开始研发生产模压产品。 新
的生产工艺安全、节能、无害、环保，
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去年为此增收
8000 万元。
为了确立在将来行业高端的地
位， 颐和隆光为模压产品就申请了
22 项专利。
在企业管理上， 颐和隆同样舍
得投入，花 200 万元购买了 ERP 管
理系统，组织 2000 名员工参加学习
培训。 现在，只要把客户需求往订单

系统里一输， 某产品仓库有多少存
货，哪里还在生产，到交货期是否能
够完成订单等信息一目了然， 简单
方便。
颐和隆的工艺改造和管理升
级， 正是浏阳引导传统企业以创新
促转型升级的经典手笔。
近年来， 由于国内消费市场环
境不优、 产业发展政策环境趋紧等
原因， 浏阳花炮处于历史上最关键
的时刻。 为此，浏阳鼓励企业加大科
技投入，推进整合提质、品牌塑造、
科技攻关、素质提升等四大工程，实
施集约化、专业化、机械化、信息化
及安全型、环保型等“四化两型”战
略，打好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营销
创新的“组合拳”。 同时，浏阳建立
“严进宽出”的花炮行业准入退出机

积 极 帮 扶 企 业——
—图为人潮涌动
的浏阳工业企业靖州人才招聘会现场。

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由四大领导班子
牵头联系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发挥
龙头企业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为解决工业企业融资问题，浏阳
市 5 年前就在全省率先设立了金融
安全区。各金融机构以金融安全区为
载体，加大有效投入，有力促进了当
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浏阳加速推进
新型工业化专项资金中，有专款用于
企业贷款贴息。 去年， 通过组织 30
余家金融机构和近 80 家企业开展
政银企对接会， 新增 17 亿元贷款正
在陆续发出。
经过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成
为工业发展的强力引擎。 去年 9 月，
浏阳出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若干意见》， 从政策和制度层面提
供公共资源服务，让工业企业安心甩
开膀子干。
“工业项目是造血的项目， 重大
项目书记市长亲自抓。 从项目招商、
落户到税收， 浏阳都有一系列优惠，
一路绿灯到底。我们还有一系列制度
和办法保证对企业的优质服务。 ”浏
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人说，“如
果说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有什么经
验，我认为对企业扎扎实实的服务是
第一位的。浏阳市下了最大决心提供
优质的公共服务，支持工业企业发展
壮大。 ”

小区，这些小区你追我赶，打造出各
种支持工业发展的平台。
“经过多年发展，浏阳已经形成
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食品
饮料、烟花爆竹、材料能源、家具制造
等七大产业。”浏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余勋伟介绍， 依据产业发展重点，政
府对于七大产业用地依次予以优先
安排， 实施优惠政策， 并从审批、用
地、税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给
予最大优惠。同时重点做好七大产业
的宣传工作，吸引更多的国际国内的
优质大企业投资浏阳。
依托园区平台优势，浏阳近年来
紧抓项目的洽谈、落户和建设、投产，
特别是大力引进投资规模大、科技含
量高、发展前景好、带动作用强的大

项目。 对引进国内（际）500 强以上企
业或投资在 5 亿元以上的项目，当地
实行“一事一议”优惠政策。 2013 年
底，该市过亿元企业达到 258 家。
“不管是什么行业、类型和规模
的工业企业来，只要符合我们的产业
要求，都能找到合适的平台安家。”饱
含对浏阳拥有全方位产业接纳平台
的自豪感，浏阳市副市长邓阳锋这样
说。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今天的项
目就是明天的企业，后天的税收和产
业繁荣。浏阳一边通过良好的平台蓄
能聚势，一边通过抓产业集群，延伸
产业链，建立配套与服务主导产业的
产业体系，构建横向成群、纵向成链
的产业集群。

制，去年全年关闭“散小乱差”企业
100 家， 组建 4 家紧密型企业集团，
产业整合提质实现新突破。
一系列措施与手段， 形成行业
创新转型的强大推力， 促使浏阳花
炮产量与质量并誉， 文化底蕴与品
牌价值辉映。 去年，浏阳花炮产业逆
势而上，实现了稳中有进，产业集群
实现总产值 190.9 亿元， 同比增长
10.5%。 2013 年，“浏阳花炮”文化品
牌以 1071.4 亿元价值，上榜中国“五
星级地理标志”。

—图 为 安 全 环
加 快 转 型 升 级——
保的浏阳花炮全自动机械化作业现
场。

转变发展方式——
— 图为绿色健康的浏阳“两型”产业园
美津园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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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精科技：创新激活新兴产业
加大科技投入——
— 图为生机勃勃的介面光电研发生产基地。

毫无疑义， 除了促使花炮等传统工业
的转型升级， 以精良的科技创新促进新兴
产业的发展是新型工业化的题中要义。
2 月 28 日傍晚，烟雨蒙蒙。 已近下班
时间，国家级浏阳经开区一派勃勃生机。上
市公司尔康制药总部办公区的一楼会议室
里， 公司董秘兼副总经理罗琅不无自豪地
向来宾介绍起新上的淀粉胶囊项目。
“随着人们对健康和药品安全理念的
提升， 目前全世界都对植物胶囊引起了高
度的重视。尔康制药通过自主研发，形成世

界首创的生产工艺，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
“淀粉胶囊是具有世界原创价值的新
型高端辅料品种，有望带领整个医药行业
彻底告别毒胶囊的负面影响，对提升我国
药品安全水平和百姓健康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 同时，该产品的多样运用为市场提
供了难以想象的广阔空间：可取代塑料制
品广泛运用于餐盒、塑料袋、食品包装袋
等产品上，有望破解困扰世界的白色污染
问题。 ”
在浏阳， 不少企业的产品和尔康制药

一样，在政府的引导下，还没有量产就具有
了国际领先的地位。
目前，浏阳与 100 多家重点高校和科
研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现有的科研机构、
实验中心，以及浏阳市竞争情报中心、生产
力促进中心等，正积极发挥平台作用，引进
先进技术和人才， 努力实现与浏阳本土企
业的完美融合。
面向引领该市未来发展的优势产业和
新兴产业， 浏阳政府部门牵头组织省内外
专家加强技术论证， 找准制约产业发展的

技术瓶颈，研究提出发展对策和措施。浏阳
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 浏阳将重点突破产
业化关键技术，做大做强烟花鞭炮、生物医
药、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扶持发展电子材
料、食品加工等新兴产业，打造中部地区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孵化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
基地。
“下一步，浏阳将着力使电子信息工业
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围绕工程机械、汽车

零部件两大类产品，做强再制造产业，树立
全国标杆；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培育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强、税收贡献大
的龙头企业。 ”曹立军说。
从烟花爆竹行业独挑大梁， 到新兴产
业齐头并进，规模企业万马奔腾，在县域经
济朝着新型工业化的高歌猛进中， 浏阳距
离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越来越近！
（本版图片由浏阳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