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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的国际旅游新城张家界市
城区的东南部， 巍巍天门山下， 滔滔
澧水河畔， 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园
区正日渐露出靓丽妆容， 该市一个新
的经济增长极已悄然形成。 她， 就是
张家界经济开发区。

张家界经济开发区始建于 1992
年， 管理范围 12.7 平方公里， 是该
市唯一一家省级经济开发区， 分商务
办公区、 休闲安养旅游度假区和现代
生物科技区。 是国家重要旅游商品研
发及生产、 省重点高新生物医药、 矿
产品精深加工、 新能源利用及临港经
济的工业新城， 国家休闲安养、 文化
创意、 旅游度假的城市新区。

今年以来， 该开发区紧紧围绕
“提质张家界、 打造升级版” 战略，
大力实施“55” 提质升级工程， 即从
“基础设施、 招商引资、 提质增效、
优化环境、 和谐共建” 等 5 项工作入

手， 通过四年努力， 实现工业总产值
50 亿元。 今年是 “55” 工程的开局
之年， 经开区上下一心， 握紧绳， 铆
足劲， 全年共完成产值 14 亿元， 工
业增加值 4.5 亿元， 规模工业增加值
3.5 亿元， 财政总收入 1.2 亿元， 分
别同比增长 55% 、 53% 、 37%和
20%。 实现了园区经济的跨越发展，
书写了经开区 22 年来最华美的篇章。

以基础设施为保障
栽下筑巢引凤“梧桐树”

走进经开区 C 区阳湖坪， 记者
眼前一亮， 数条宽阔笔直的大道在广
袤的大地上向东南西北延伸， 横成行
竖成列的区块整齐有序。 道路两旁绿
树成荫， 极富现代气息、 干净整洁的
厂房沿区块坐落。 在园区漫步， 花香
袭人， 空气清新， 令人陶醉。

12 月 5 日， 张家界经济开发区
日处理污水 2 万吨规模的阳湖坪污水
处理厂正式开工建设。 该项目建成
后， 该市城区澧水北岸的工业和生活
废水收集及处理率达 100%。 这只是
经开区为入园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
境， 提质升级该市工业产业， 完善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 开发区抓住基础设施
建设这一工作主线。 共完成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 2.5 亿元， 同比增长 44%，
建设了罗沙路 （东段）、 阳湖坪路
（中段和西段）、 张联路 （科技路西
段）、 二号安置区、 公租房二期、 中
试平台、 阳湖坪污水处理厂等 8 个重
点项目， 筹备开工一号安置区、 公租
房三期、 杨林湾路等多个重点项目。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经开区通过
建立一位领导、 一个项目、 一支班
子、 一套方案、 一抓到底的“五个
一” 工作机制， 不断强化项目调度服
务。 完成 1 个批次和 4 个项目的用地
报批工作， 面积 693 亩。 完成调规 2
个项目， 面积 377 亩。 组卷上报 3 个
项目， 面积 188 亩， 确保项目用地所
需。 同时， 加大征地拆迁力度， 全年
完成新征土地 170 亩， 平整土地 70
亩， 保证了项目建设进度。 此外， 持
续加强与农发行及建行的战略合作，
完成了 3.9 亿元的贷款融资资料准
备， 尽力确保项目资金的正常投入。

栽下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 经开
区自 2009 年以来， 已累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近 40 亿元， 先后建成了科
技路、 田家台路、 阳湖坪路等长达
10 公里的 8 条园区主次干道， 铺设
给排水管网 21 公里， 电力管线 5 公
里， 修建防洪堤 9 公里， 建成厂房
21.49 万平方米， 建成面积达 4 平方
公里。 入园企业达 65 家， 其中建成
投产企业 45 家， 共吸纳 3500 余名
工人在园区就业。

以招商引资为抓手
牵住投资兴业“牛鼻子”

11 月 8 日， 用地规模达 400 亩、
总投资达 5 亿元以上的卓达绿色建筑
（新材料） 产业园成功落户经开区。
该项目建成后， 将实现年产值 60 亿
元、 创税 3 亿元， 并成为武陵山片区
规模最大的绿色建材、 绿色建筑生产
基地。 这是今年 6 月， 在省政府举办
的湘沪投资洽谈周上引进的重点项
目。 是张家界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走出去、 请进来” 的又一招商引资
成功范例。

招商引资是经开区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的唯一出路。 今年， 面对日益白
热化的招商竞争， 经开区上下心往一
处想、 劲往一处使， 拧成一股绳。 以

“5+2”、 “白 + 黑” 的奉献精神， 不
断创新招商工作方式， 围绕“绿色环
保” 和“高新技术” 两个主题， 依托
张家界优势资源， 开展主导产业招
商、 产业链招商、 承接产业转移招商
等方法和进行上门招商、 重点招商、
以商招商等方式， 牢牢牵住招商引资
这个“牛鼻子”， 先后赴山西、 四
川、 河南、 上海等地开展投资考察和
上门招商活动， 先后接待来自天津、
四川、 安徽、 广东等地的企业 20 多
批 50 余人次投资商来园区考察。

同时， 深化与国家级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战略合作。 7 月份， 经开
区派出 2 名干部到长沙经开区招商和
产业部门挂职， 学习国家级经开区的
先进经验。 长沙经开区分别于 9 月、
11 月和 12 月来经开区考察基础设施
建设、 产业布局和工业地产开发情

况， 并牵线搭桥， 三一重工、 福田汽
车、 湖南辉宏集团和湖南戴维克珠宝
首饰有限公司对入驻张家界经开区表
示出了浓厚兴趣。 今年， 经开区实现
签约项目 21 个， 合同引进内资
13.52 亿元、 外资 260 万美元， 实际
到位资金 4.9 亿元， 其中外资 262 万
美元， 合同履约率达 95.2%。

以提质增效为核心
成为企业发展“好帮手”

“项目入园落户， 只是开始， 最
重要的是让项目在这里生根、 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6 月 24 日， 市委书
记杨光荣在经开区考察时如是表示。

“公司今年产值能突破亿元大关，
离不开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特别是经开区对公司的精心指导、 培
育和帮助， 让公司驶入了发展的‘快
车道’。” 12 月 19 日， 在张家界茅岩
莓有限公司厂房门前， 董事长李新秋
向记者介绍， 年初， 公司新增一条生
产线， 在投产时， 生产手续有一条没
有及时批复， 按规定不能生产。 可推
迟一天， 公司的损失就多一天。 经开
区领导了解到实际情况后， 当天就解
决了手续批复问题， 新的生产线准时
开动。 这是经开区着力解决园区企业
生产经营中突出问题的一个镜头。

今年以来， 经开区从技术改造、
产业创新、 项目申报等方面， 通过努
力培育龙头企业、 扶持中小企业， 搭
建企业孵化平台， 为企业排忧解难，
园区企业提质增效明显， 经开区已成
为企业发展“好帮手”。 全年实现产
值 14 亿元， 同比增长 55%， 实现工
业增加值 4.5 亿元， 增长 53%， 其中
规模工业增加值 3.5 亿元， 增长
37%， 税收 1.2 亿元， 增长 20%。 园
区规模企业从 13 家增长到 18 家， 科
云石业、 福太子食品、 占生塑胶、 经
天光电、 一品乐食品等 5 家企业成功
跻身规模企业行业。 新培育久瑞生
物、 茅岩莓 2 家产值过亿元企业， 使
园区产值过亿元企业达到 3 家。 努力
打造中小企业孵化平台， 壮大中小企
业创业园， 使创业园入驻企业达到
36 家。 同时， 先后组织 15 家企业进
行科技项目申报， 其中茅岩莓被认定
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久瑞生物、 鑫
彤飞被认定为省级新材料示范企业。

此外， 经开区积极架通企业与发
改、 经信、 科技、 消防等相关职能部
门协调沟通的桥梁， 全年为园区企业
共争取上级各类政策、 项目资金支持
2805 万元。

以优化环境为引领
锻造服务企业“软实力”

“经开区要进一步优化园区环境，
提高园区管理水平， 为招商引资、 项
目落地、 企业发展做好服务， 锻造服
务企业‘软实力’。” 8 月 27 日， 市
委副书记、 市长许显辉在经开区检查
指导工作时要求。

来到经开区， 记者看到的是真情
实意为企业服务的场景， 体味到的是
“一切围绕项目转， 一切围绕企业干”
的工作理念。 在这里， 从项目签约到
落地投产到生产经营， 经开区推行
“全程代办制”， 让入园企业切身感受
到了高效、 优质、 保姆式服务。 每个
项目都有一名领导、 一个工作部门结
对， 每周定期深入企业开展走访座
谈， 为企业排忧解难、 出谋划策。 当
得知园区企业经天光电、 平阳凯利等
企业招工困难， 经开区与人社部门合
作为企业用工专门建立了员工培训基
地。 招工有了保障， 员工技能水平
高， 这不仅缩短了企业投产时间， 还
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益。

今年以来， 经开区努力营造“封
闭、 快捷、 高效” 政务环境， 召开张
家界市下放市本级行政审批项目对接
会， 申请承接区县级审批项目 14 项，
请求下放市级审批项目 59 项。

同时， 经开区严格执行首问负责
制、 限期办结制、 绩效考核制和企业
宁静日等制度； 严格依法行政， 强化
对经开区内安全生产、 工程监管、 城
市规划、 环境保护、 控违拆违、 节约
集约用地、 会计税收等工作的执法力
度， 坚守法律法规红线； 定期开展建
设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对以地霸工、

强行参工参运、 阻工闹事等违法行为
依法进行打击， 全年共化解阻工事件
17 起， 其中行政拘留 2 人， 训诫 38
人。 正是有这一系列的服务政策， 优
化了园区的创业环境， 经开区实现了
工业经济各项指标的稳定增长。

“张家界经开区良好的投资环境，
赢得了外来投资商的信任。 公司将扎
根于此， 为张家界的发展添砖加瓦。”
张家界鑫彤飞碳酸钙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赵敦虎满怀感激地说。

以和谐共建为愿景
写好园区未来“大文章”

“工作环境好， 收入不错， 还可
以照顾父母、 小孩。 今年选择在家门
口就业， 这步棋走对了。” 12 月 21
日， 在久瑞生物公司大门口， 今年 6
月份参加经开区人才专场招聘会入职
的阳湖坪镇联成村村民田女士高兴地
告诉记者， 在外务工多年的她， 看到
经开区入园企业越来越多， 人气越来
越旺、 环境越来越好， 今年决定不再
出远门务工。

永兴玻璃厂的中层管理干部， 来
自娄底的罗先生， 在该厂已干了三
年， 如今已在经开区内买了房， 还找
了个漂亮的张家界媳妇。 他自豪地
说： “张家界不光美， 空气又好， 我
要在这里工作生活一辈子。”

……
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都是经

开区抓和谐共建， 创幸福园区的结果。
经开区的发展， 最终落脚点就是

建立一个和谐、 幸福、 富足的园区，
让群众享受园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成
果。 今年以来， 经开区多方努力， 联
合组织、 人社、 工、 青、 妇等部门，
认真承办好全市企业用工招聘会暨园
区第三届、 第四届人才专场招聘会，
为园区企业招录了 541 名工人， 解决
了企业用工难和大中专毕业生、 园区
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不断提升社会保
障体系， 积极督促园区企业为工人购
买社会保险， 全年共参保 1997 人次。
全力做好劳动维权工作， 为 183 名农
民工追回拖欠工资 215 万元。 投入资
金 20 多万元， 对困难职工进行大病
救助和贫困帮扶、 贫困助学。 同时，
大力开展“平安园区” 创建活动， 全
年共组织安全生产联合大检查 2 次，
完成标准化创建企业 28 家。 推行周
末及节假日 24 小时值班制、 园区治
安管理 24 小时巡防制。

一张张和谐、 美丽、 幸福、 美好
的画面， 正在经开区内徐徐展开； 一
张张写满富足、 满意、 舒适、 真诚的
笑脸， 正在园区绽放。

“经开区张开双臂欢迎更多的海
内外企业来园区投资兴业， 经开区将
以配套到位的工业环境、 开放开明的
体制环境、 富商安商的政务环境、 平
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用全方位、 零干
扰、 个性化的服务， 以最真诚的态
度、 最务实的作风、 最优惠的政策、
最便利的设施， 与入园企业共同写好
园区未来发展这篇‘大文章’。” 谈到
园区发展， 市政府副秘书长、 经开区
管委会主任金则胤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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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家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金则胤(左三)
现场调度园区项目建设问题。

12 月 17 日， 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守盛走进张家界经济
开发区， 考察入园企业
生产线、 查看产品原料、
了解工艺流程。 看到经
开区欣欣向荣， 日新月
异， 他高兴寄语： 园区
里的健康产业和生物医
药产业蕴含着广阔的发
展空间， 要用好包括张
家界在内的大湘西地区
良好的生态资源， 采用

“产业 + 资本” 模式， 努
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五” 提质行动助张家界经济开发区跨越发展

建设产业新区 壮大新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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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经济开发区 C 区主干道———科技路夜景

本报记者 向国生 通讯员 易善任 王炜

张家界市委副书记、 市长许显辉 （右四）， 副市长刘桦 （右三）、
副市长龚明汉（左二） 一行在张家界经济开发区检查指导工作。

张家界市委书记杨光荣 （右四）， 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长、 市委秘
书长刘群 （右三） 到张家界经济开发区入园企业张家界九城汽车大世界检
查指导工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家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供

２０14年12月27日 星期六今日张家界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