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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 泰富重工长距离
大运量圆管带式输送机项目被省
相关部门评定为全省产业创新十
大标志性成果之一。

★7 月 9 日，该区发布《关于鼓
励创新创业、促进宜居兴业的实施
意见（试行）》，出实招鼓励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
★7 月 10 日，湘潭经开区与上

海交大汽车工程联合研发中心项
目签约仪式举行。

★11 月 6 日，湘潭经开区院士
工作站揭牌，工作站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欧阳晓平率团队成立。

文/徐慧 图/钟泉

岁月如梭。 转眼间我们已经迈进了
2016 年的大门。 回望渐行渐远的 2015
年，九华人有太多的收获———

2015 年，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让九华
人感受到了关怀与感动: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守盛两度亲临九华，指导工
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亲自见证吉
利汽车九华基地新能源 SUV 项目签约；
湘潭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三
新，市委副书记、市长胡伟林亲自为经开
区招商引资，亲赴九华为企业发展解决问
题，亲临指导九华工作实践……

2015 年，九华人收获了众多“金字招
牌”：“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园区”、“最具
发展潜力园区”， 中部地区唯一；“全国青
年创业示范园区”，湖南省仅有两家入选；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园区，一块块金字招牌
背后是一份份信任与支持，给予九华人信
心，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2015 年，经开区发展气势如虹，一路
精彩一路歌。 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大背景
下，吉利、泰富业绩一路高歌猛进，成为湘
潭工业经济最耀眼的明星； 吉利新能源
SUV 等重大项目纷纷落户，产业精准招商
成果丰硕，产业发展基础更加厚实；财税
收入增长再创新高， 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为全市稳增长作出突出贡献；《湘潭经济
技术开发区关于鼓励创新创业、促进宜居
兴业的实施意见（试行）》发布，九华正在
成为创客的圆梦之地，创新的高地；院士
工作站、经开区与上海交大汽车工程联合
研发中心，高端智力资源引领创新高端发
展，产业发展后劲十足……

2015 年，一系列民生工程温润着经开
区全区人民的心田， 九华和平小学签约、
开学，北大培文中学揭牌，系列免费政策
持续推进……感受到发展利好的九华人
上下戮力同心，全力以赴谋发展；正以更
加矫健的身姿奔向发展的春天。

2015 年， 九华大道握手长沙坪塘大
道，沿江风光带全线拉通，经开区勇当长
株潭融城，湘潭北进先锋；沪昆高铁湘潭
北站线路增加，正日益成为长株潭铁路交
通枢纽；九华区域价值再升级！

回望 2015， 经开区累累硕果； 展望
2016，九华人积攒力量，信心满怀，奔向更
加美好的明天。2016 是“十三五”的开局之
年，也是经开区加快推进区域融合、产业
融合、产城融合的关键之年，在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九华人一定能创造新的
高度，收获新的辉煌与精彩。 2015 年已经
过去， 九华人将在铭记成绩与辉煌中，进
一步提振发展信心，鼓舞发展士气，不断
前行，创造新的业绩。

★4 月 2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来九华调研，肯定
该区科技创新工作。

★8 月 21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来该区调研，实地
考察了园区企业威胜电气，称赞威胜
智能产品科技含量高， 工艺先进，要
求经开区干部职工要把“三严三实”
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转化为攻
坚克难的正能量。

★10 月 12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立峰率
队来该区调研。

★6 月 10 日， 财政部副部长史
耀斌调研九华污水处理厂 PPP 示范
项目，称赞项目好，管理规范。

★6 月 10 日，省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郭开朗来该区调研。

★12 月 4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陈向群来该区调研。

★6 月 25 日， 副省长蔡振红来
该区调研，肯定该区创新创业工作。

★4月 30日， 湘潭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三新调研该区 PPP
模式项目建设情况，并给予充分肯定。

★11 月 11 日， 湘潭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三新来该区专
题督查拆违控违工作，称赞九华带头
拆违有声有色。

★12 月 16 日， 湘潭市委副书
记、市长胡伟林来九华调研，对该区
吉利汽车发展及九华大道建设表示
非常满意。

★12 月 7 日， 该区召开干部大
会宣布省委市委决定，孙银生任湘潭
市副厅级干部、经开区管委会主任。

★3 月 3 日，2015 年经济工作
会议召开， 提出全力打造两个“过
500 亿元产业集群目标”。

★5 月 9 日，经开区商业网点规
划隆重发布，提出建设“三大商圈”规
划。

★5 月 21 日， 威胜电气产业园
一期竣工投产， 致力于打造湖南省、
华中地区智能配用电业务领域里技
术水平最领先、 产品系列最完整、经
营规模最大的智能配用电产业园区。

★7 月 17 日，吉利新能源 SUV

项目落户九华，项目达产后将达到新
增年产 15 万辆 ＳＵＶ 整车的生产
能力，年产值 150 亿元，年创利税 ５
亿元以上。

★11月 20日， 吉利新远景上市
一周年，销量超 10万台。 2015年，吉
利远景汽车跻身中国自主品牌轿车前
四强，勇夺自主品牌细分市场第一。

★11 月 20 日，泰富重装宣布打
造出全球首个港口海工 O2O 平台。

★前 11 个月，吉利、泰富产值双
双过 110 亿元。

★12 月，九华大道胜利“会师”
长沙坪塘大道。

★12 月底，沪昆高铁湘潭北站
新增 20 趟车次， 总车次达到 51
趟， 从九华乘高铁可直达全国多个
城市。 正在建设中的湘潭北站站前

广场将于 2016 年 3 月竣工。 湘潭
北站将成为展示九华区域价值和推
动九华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力量。

★12 月份， 湘江风光带九华段
主干道完工，具备通车条件。

2015·关怀

2015·产业

2015·交通

★1 月份， 九华城乡养老保险
并轨，生态保育区及未征拆区域的
九华群众是主要受益者。

★1 月 20 日， 潭锰路试通车，
惠及该区 2 万余人出行。

★9 月 1 日， 备受关注的九华

和平小学正式开学。
★9 月 5 日， 北大培文九华实

验中学正式揭牌，该区将借助北大
教育资源，打造地区名校。 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 北京大学原校长、
中科院院士周其凤出席揭牌仪式。

2015·民生

2015·创新

2015年 7 月 10 日，湘潭经开区与上海交大汽车工程联合研发中心项
目签约仪式举行。

沪昆高铁湘潭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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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2014 年度湘潭市
新型工业化考核结果的通报》出炉，
九华在产业园区中排名第一。

★4 月份， 九华成为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园区。

★6 月 1 日， 湖南省特色产业
园授牌仪式在九华举行，该区获“海
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园”授牌，该区
将把海工特色产业打造成千亿产业
集群。

★11 月 30 日， 共青团中央下
发《关于命名第二批“全国青年创业
示范园区”的决定》，湘潭经济技术

开发区创新创业园喜获殊荣, 成为
本批次中我省唯一入选的单位。

★12 月 10 日， 省委法治湖南
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 各市
州党委政法委书记、司法局长、市州
委法治办专职副主任等 100 余人
来九华考察法治建设成果， 该区成
为全省法治建设的参考样本。

★12 月 13 日，“2015 经济全
球化与中国城市创新发展论坛暨
‘环球总评榜城市榜’ 发布典礼”举
行，该区获评“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
园区”、“最具发展潜力园区”。

2015·荣誉

湘潭经开区获评“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园区”、“最具发展潜力园区”。新修好的九华大道已“握手”长沙坪塘大道。

2015 年 9 月 5 日，北大培文九华实验中学正式揭牌，该区
将借助北大教育资源，打造地区名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
京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周其凤出席揭牌仪式。

2015年 7月 17日，吉利新能源 SUV项目落户九华，项目达产后将达到新增
年产 15万辆ＳＵＶ整车的生产能力，年产值 150亿元，年创利税５亿元以上。

收获“十二五” 谋划“十三五”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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