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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洞口雨虹陶瓷公司老总———
“洞口女婿”陈凡常常笑得合不拢嘴。 车
间里年产 65 万平方米琉璃瓦的生产线
日夜不停地运转着，演绎着“土与火的
艺术”，产品供不应求。 作为洞口经济开
发区湘商产业园区第一个建成投产的
企业，该公司从签约入驻到正式投产只
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见证了开发区快建
设、快投产、快达效的“洞口速度”。

洞口经济开发区扼守着洞口的南
大门，属第一批省级经济开发区，规划
总面积 16 平方公里， 其中一期开发面
积 4.5 平方公里； 二期开发面积 2.5 平
方公里，即湘商产业园区。 该开发区交
通条件优越，沪昆高速公路和 320 国道
贯穿东西，国家二级竹城公路和洞新高
速公路连接南北。

近年来，洞口县委、县政府将开发区
建设列为全县一号工程，县委书记、县长
等四大家领导挂帅出征，发改、财政、国
土、住建、规划、环保、林业、人社、经信等
相关职能部门合力共进。按下“快进键”，
开发区建设一路高歌，“加速度”推进，迎
来硕果满枝，变化日新月异。

经过持续发力，基础设施等项目建
设突飞猛进。 目前，该开发区一期基础
设施已全面建成投用，共完成投资 12.8
亿元；湘商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
投资 4.5 亿元。

一批“块头”大、“含金量”高的水、
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遍地
开花：完成“三横三纵”道路建设 9.2 公
里，地下管网 21.7 公里，铺设人行道路
板 4.8 万平方米， 架设 10 千伏供电线
路两条。

另外，投资 1.5 亿元、长 1.5 公里宽
60 米的城东大道建设紧鼓密锣； 投资
3000 万元、长 1.3 公里、宽 42 米的经开
大道工地如火如荼； 投资 1.6 亿元的洞

口四桥也已开工建设。 除此之外，还在
建 110KV 变电站一座，总投资近 8000
万元； 在建园区污水管网长约 9 公里，
投资 4000 万元， 现已完成工程造价的
三分之二。

“增肥添膘”的同时，该开发区还通
过“美化、亮化、绿化”工程，迅速“扮
靓”，绿化总面积 87.5 万平方米，绿化覆
盖率达 35%，绘就一幅“抬头见绿、起步
闻香”的精美生态画卷。

标准厂房建设方面，“快进”也成为
热词。 工业地产龙头项目慧创工业园，
由洞口籍著名企业家唐连湘返乡投资
兴建。 仅一年时间，项目完成投资 2 亿
元，蔚为壮观的 43 栋 15 万平方米标准
厂房国庆前夕已全部封顶。 此 15 万平
方米标准厂房中有一半面积专为台湾
新金宝集团“量身定做”，预计年底即可
正式投用；另外一半面积用来招商配套
新金宝集团产业链企业，达到“引进一
个、带来一串、建成一片”的辐射效果，
以进一步加快开发区壮大速度。

园区自建标准厂房建设同样齐头
并进， 开发区自筹集资金 1.2 亿元建设
的 5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目前均已完成
主体工程，将在年底全面完工。 自建标
准厂房建成后主要用于中小企业孵化，
现已有本土 10 余家企业在协商租用。

近一年来， 洞口经济开发区湘商产
业园就累计建成标准厂房 22万平方米、
在建 17万平方米，投产 5万平方米。

此外， 开发区投入 9500 万元兴建
的 496 套公共租赁房， 也已全部建成，
总面积达 2.2 万平方米， 将作为企业办
公、生活用房，使企业“拎包入住”成为
现实。

高速优质的建设速度，促进洞口经
济开发区承载力得到显著提升，逐渐成
为邵阳市最具活力的工业集中区之一。

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典维（左二）在洞口县委书记艾方毅（左一）陪
同下考察兴雄鞋业有限公司。

“无论您的事业在顺境中意气风发
还是在逆境中斩风破浪， 我们都会与您
同舟共济。”这是洞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尹小龙的心声， 也是全县领导干部
为开发区企业亮出的服务宣言。

“服务也是生产力，抓服务就是抓效
益。”洞口县积极完善开发区服务企业工
作长效机制，营造亲商、爱商、扶商的浓
郁氛围，为企业打造高端发展平台。

开发区内，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
务程序、服务功能陆续得到完善。

———审批“一站式、全天候”服务。
市、县审批权全部下放至开发区。属市县
审批项目， 所有入园项目行政审批手续
一律在园区办理， 在 3-5 个工作日办
结；属省级部门审批项目，用地、环评、能
评、 立项等审批手续由县职能部门全程
代办，2 个月内办结。

———“一对一” 解难。 由县委常委
“坐镇”，及时调处各种矛盾，解决实际
困难，助企业发展。 据介绍，每个矛盾调
处小组每天处理矛盾少则 2 至 3 起、多
则 5 至 6 起， 近两个月就共调处矛盾

110 余起。
———组织银企“面对面”对接。 为了

帮助企业解决流动资金需求， 开发区主
动组织企业与各银行衔接， 目前已贷款
1.2 亿元，到位资金 5000 万元。 今年还
将与农发行、 国开行、 省担保公司等对
接，实现贷款 9.6 亿元。

此外， 县委书记每月主持召开开
发区建设调度会议， 点评相关职能部
门的工作，为企业排忧解难；县长做到
有矛盾及时化解、有问题及时解决，今
年来为开发区建设先后开展协调工作
近 30 次。

“洞口经济开发区服务工作做得很
好，在这里投资兴业我很有信心。 ”湖南
旺正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识时感慨
地说。 湖南旺正新材料有限公司是洞口
县唯一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利
用当地丰富的南竹资源， 专业从事竹产
品开发、生产，目前的 6 条生产线具有年
产 130 多万平方米竹产品的生产能力。
另外，公司还建有南竹基地 10 万亩。 雄
厚的实力和开发区强大的助推力， 使该
公司成为洞口经济开发区新兴特色产业
的领军企业。

“保姆式”服务为企业打造出一条条
加快发展的“绿色通道”，吸引一批规模
效益好、 科技含量高的知名企业纷纷在
洞口经济开发区“安营扎寨”。 洞口经济
开发区，这颗“南方丝绸之路”湘黔古道
上的璀璨明珠，越来越光华熠熠。

昔日荒僻地， 今朝展新颜。 面对盛
景， 洞口县委书记艾方毅信心满怀：“我
们将坚持不懈，以招商引资为核心，以项
目建设为重点，以特色产业为基础，以龙
头企业为依托，不断完善投资环境，强化
服务意识，引进大项目，培育大产业，实
现大发展， 努力把我县经济开发区建设
成为一座环境优美、 功能齐全、 设施一
流、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工业新城。 ”

蓄势再出发， 洞口经济开发区始终
行进在不断超越的追梦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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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经济开发区谱写跨越发展新篇章

巍巍雪峰山下， 崛起工业新城。
今年， 洞口经济开发区共实施省、
市、 县重点项目 12 个， 年度投资
7.3 亿元 ， 前 8 月累计完成投资
5.5 亿元。

在开发区的带动下， 洞口新型
工业化之路越走越宽阔。 1 至 8 月
全县规模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总产
值 105.9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1.5%， 其中 72.69 亿元由开发
区贡献。

正如洞口县委书记艾方毅所
说：“洞口经济开发区的未来不仅
属于洞口人民 ， 也属于那些有远
见、有魄力的中外企业家！ ”迈开昂
扬步伐 ，实现跨越发展 ，该开发区
已成为洞口县对外开放和新型工
业化发展的主平台，成为企业聚集
的财富“洼地”、投资兴业的一方热
土。

在洞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尹
小龙脑海中，藏着无数洞口领导干部为
开发区的发展建设“动真格、引真商”的
感人故事。 2013 年 4 月，由县委书记艾
方毅、县长周乐彬率领的一支县招商小
分队，短短 2 天时间一路“奔袭”，深入
清远、东莞、深圳 3 个城市，与 5 家企业
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对接。 慧
创标准厂房项目、新金宝集团就是在这
次招商“远征”中成功引进。 完成招商任
务后已是晚上 11 点， 招商小分队马不
停蹄赶回洞口。 第二天上午 10 点到达
洞口后，一下车，县委书记艾方毅、县长
周乐彬就又急赴上级领导考察现场。 几
年来，这种“连续作战”的情形对于他们
来说有如家常便饭。

周乐彬曾经如此告诫过广大干部：
“我们一定要做实干家， 决不能做清谈
客，以务实态度将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
落到实处！ ”

招商引资是产业园区发展的灵魂
和生命线。 洞口县委、县政府将招商引
资作为县开发区建设的首要任务，立
足交通便利、政策优惠、资源丰富、劳
动力多等优势， 将引进有利于优化产
业结构、 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的大企业、大项目作为主攻方向，从而
推进开发区向规范化、集约化、特色化
转型升级。

全县各级干部围绕 “实” 字作文
章，注重务实，真抓实干，力求实效。 今
年来， 县四大家主要领导就利用同乡
会、项目对接会、座谈会等平台，与企业
对接 6 次，赴广东、上海等地主动外出
招商 12 次。 大家发扬“愚公移山”的实
干精神，紧盯不放、持续跟进，以百折不
挠的韧劲打动投资者，促成项目签约落

地，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成功引进 26 家
企业落户开发区。

为了吸引客商， 该县还出实招，祭
出“优惠政策”“法宝”。 其中，对开发区
取得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证后符合相
关要求的新办工业企业，3 年内分别按
县级财政实得税收收入的 70%、50%、
30%实施奖励。 另外，标准化厂房建设
和入驻企业应缴的各类行政事业性收
费、 政府基金和其他服务性收费全免。
系列优惠政策，让企业感受到“真金白
银”的实惠。“我们企业到洞口投资，除
了我们董事长是洞口本地人，更看重园
区的优惠政策和未来发展的美好前
景。 ”慧创工业园负责人说。

风景如画的厂区、繁忙有序的生产
线、一尘不染的餐厅……走进洞口经济
开发区兴雄鞋业有限公司，展现在眼前
的是一派让人心旷神怡的场景。 这家

“亚洲鞋王” 九兴控股集团旗下“卫星
厂”，2013 年 5 月开工以来，运转顺畅、
高效， 年生产高端女成品鞋 350 万双，
畅销欧美市场，年产值达 2 亿元，成绩
骄人。

如今，在洞口经济开发区，像兴雄
鞋业有限公司一样深深扎下根、赚得满
盆金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
园。 目前，洞口经济开发区已入驻兴雄
鞋业、辣妹子食品、为百科技等企业 69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5 家。 以此为基
础，逐步形成以辣妹子食品与雪峰山集
团为龙头的农业食品产业群、以为百科
技与慧创电子为龙头的电子产业群、以
兴雄鞋业为龙头的鞋帽服装产业群三
个产值均过 10 亿元的主导产业“航母
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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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经济开发区沿江风光带美景

洞口经济开发区综合服务大楼

洞口县县长周乐彬（右二）、洞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尹小龙（右一）在
湖南旺正新材料有限公司指导工作。

为百科技公司生产车间

经济开发区鸟瞰

(本版图片由洞口经济开发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