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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方向、明确目标
指导思想：紧紧围绕打造“产业转型升

级高地、现代商贸物流中心、滨江生态宜居
新城”的宏伟蓝图，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
见成效、五年大变样、八年国家级”的战略部
署，以“十亿税收、千亿园区，再造一个新岳
塘”为奋斗目标，努力把岳塘经开区建设成
为长株潭中央商贸区、全省两型社会建设示
范区、滨江生态宜居新城、全国生态旅游度
假区。

工作目标：预计 2016 年岳塘经开区完
成技工贸总收入 195 亿元，同比增长 30%；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4 亿元， 同比增长
40%；完成财税总收入 4.5 亿元，比上年增
加 1.5 亿元，同比增长 50%；招商协议引资
150 亿元；力争争资融资 25 亿元，确保 20
亿元。

（二）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坚持把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

动力，初步拟定了经开区 2016 年重点项目
年度计划，安排省市区重大项目 34 个，重大
前期项目 21 个(重大前期项目 19 个)，计划
总投资 349.89 亿元， 确保年度完成投资
120 亿元，争取完成投资 133.7 亿元。

1.以产业项目为龙头，提升园区发展竞
争力

实现 346 目标，3 个项目开业（金阳一
期、盘龙二期、五江项目一期一阶段）；4 个
项目建成投产（五江临时仓储物流园、加工
物流园一期厂房主体、金阳农产品二期冷链
仓储物流中心、中部国际机械城零配件城建
设）；6 个项目启动建设（阿里巴巴湘潭产业
带电商大楼、步步高荷塘商务区、立体高位
仓储项目、湘潭市现代商贸物流创新创业中
心、正方体医药二期等、省 135 工程 30 万
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 加快推动中节能区
域能源项目落地，力争启动建设。

2.以完善配套为抓手，提升园区发展软
实力

（1）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加快路网建设，具体来说，就是要

建成竣工 8 条道路， 确保全年实现沃土路、
板 16 号路、 竹埠大道二期和商贸城项目配
套四条路网、芙蓉大道复线建成通车；全面
开工建设 6 条道路， 加快征拆和前期工作，
全面启动团竹路、 昭山 23 号路、 板 17 号
路、佳木路、湘江风光带、商城路延长线建
设，完成部分工程建设。

（2）加快配套设施建设
安居房（3、4# 栋） 要完成竣工交付使

用；确保工矿棚户区荷塘片区（一期、二期）
年底主体建成；启动限价商品房建设。 启动
荷塘客运枢纽站等项目建设，协调配合市城
乡建设集团完成城铁荷塘站场建设，完成河
东第二污水处理厂岳塘段管网配套部分建
设；加快前期工作进度，完成荷塘变电站的
搬迁重建；启动洪和渠景观提质建设，完成
商城路绿化提质改造；力争启动荪湖塘公园
建设，加快启动团山学校、荷塘中学建设，加
快经开区水电气、地下综合管廊等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提升园区配套功能。

（3）以供地腾地为根本，提升园区发展
承载力

完成城市总规修编工作。 加快用地报
批，想尽办法突破用地瓶颈。 全年计划完成
土地报批 182.5 公顷（2737.5 亩），计划完成
土地供地 341.9 公顷（5128.5 亩），确保项目
落地和建设用地需要。 通过拆违、强拆等带
动征拆，确保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项
目一期一阶段及项目配套 4 条路网、荷塘商
务区、限价商品房、湘江风光带、昭山 23 号
路、 城铁荷塘站场等一批项目完成征拆扫
尾。 全面加快新项目征拆腾地工作，计划完
成土地协议 1500 亩，征拆房屋 600 栋。

（4）以招商引资为重点，提升园区发展

驱动力
打响全省唯一现代商贸物流省级园区

品牌，以品牌效应增强园区知名度、美誉度。
加快策划包装等前期工作，积极推进三甲医
院、学校、工业遗址公园等配套设施招商工
作， 精心做好湘江国际会展中心、滨江商务
区、建鑫国际康居城、红旗水库、健康养老等
项目和重点板块的招商推介。重点做好长株
潭中央公路港、 南方水泥湘潭运营中心、电
商产业园（阿里巴巴湘潭产业带）等项目落
地。 力争引进一批超 10—50 亿元的大项
目、好项目。 大力开展产业招商、专题招商、
小分队招商活动。强化以商招商、二次招商，
加强与行业协会对接，发挥协会、商会等联
系纽带作用。 发扬钉钉子的精神，对意向项
目要主动出击， 持续加大协商谈判力度，促
使项目签约和落地。

（5）以融资争项为关键，提升园区发展
生命力

根据“要用多少钱，就融多少资”的原
则，搞好资金预算安排，科学制定融资计划，
力争 2016 年融资争资 25 亿元，确保 20 亿
元， 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
障。 一是大力争取中央省市政策性支持资
金。 继续围绕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老
工业基地改造、 工矿棚户区改造有关政策，
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和资金支持。围绕

135 工程、园区配套设施、两型建设、创新创
业等方面争取上级支持资金。二是积极争取
政策性银行融资。 重点加强与发改、国开行
衔接， 全力以赴跟进专项建设基金项目，争
取 50 亿元配套贷款到位；积极加强农发行
对接，争取融资支持；争取世行贷款项目得
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批准；三是加强其他
金融机构对接，继续推进与湖南天正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融资工作， 首期融资目标 3-5
亿元，积极与浦发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对接， 争取商业银行融资。 四是大力推动
PPP 模式融资。 积极借助国家支持机遇，采
用 PPP 模式向市场推介一批项目， 争取社
会资本融资。

（6）以竹埠港治理开发为亮点，提升园
区发展影响力

完成湘潭竹埠港滨江商务区修建性详
细规划方案编制，全面完成化工企业征收工
作，推进厂房拆除（需保留的除外），加快实
施竹埠港工业园易家坪片区、 双埠片区、竹
埠片区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工程项目，完成
重金属污染场地示范性土壤修复及生态修
复。 统筹推进、分步实施好滨江生态新城开
发和建设，启动工业遗址博物馆、竹埠港主
题公园带、文化创意园建设。 紧紧抓住竹埠
港这个亮点和名片，乘势而上，抢抓政策机
遇期、媒体兴奋期的有利时机，全面加快竹
埠港的治理和开发建设，打造全省重金属污
染治理工作的新亮点，争创全省重金属污染
治理样板区、全省两型示范园区。

（三）优化环境，加强保障
大力优化环境，加强与国省有关部门汇

报衔接，加大策划包装力度，着力打造 4 张
名片。 一是着手启动国家级园区申报工作；
二是争创全省两型示范园区；三是盘龙申报
5A 级景区； 四是争创全省首家淘汰落后产
能失业人员创业就业示范区，力争国家级。

1.全力优化政务环境。 对重点企业、重
大项目提供诚实守信、 优质高效的政务服
务。积极衔接工商税务部门，切实为金阳、玮
鸿冷链、机械物流园等项目的经营户做好工
商注册、税务登记等等工作。 加强与重点企
业、重点项目的走访，了解掌握企业的运行
情况，对全年的税收任务进行分解，探索制
定税收目标任务考核机制，想方设法确保税
收不漏、不跑，提高项目税收贡献力。进一步
提高园区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健全领导联
点项目制度，坚持问题导向，大力推行一线
工作法，主动到联点项目和企业服务，切实
为企业和项目解决实际问题。加强督查考核
力度，完善绩效考核办法。

2.全力优化项目建设环境。 进一步做好
法制宣传和教育，教育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
身权益， 同时依法从严从快打击强揽强包、
非法阻工等现象，确保施工环境得到明显好
转。 进一步加强信访综治维稳工作，切实解
决好征拆等历史遗留问题。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加强重点企业、重点场所、重点项
目的日常监管，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安全巡
查、重点监控等活动，督促企业不断改进安
全生产管理， 确保不发生任何重大安全事
故。

3. 全力优化创业就业环境。 积极争取
国、省人社部门支持，实行省、市共建，共同
建立全省首家淘汰落后产能失业人员创业
就业示范区，争创全国再就业示范区；加快
打造省级创业孵化基地，充分发掘电子商务
的优势和其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支持
大学毕业生创业，从而大力带动创业就业工
作。

收获“十二五” 谋划“十三五”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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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实力稳步增长。 2015
年全年完成技工贸总收入 152 亿
元，同比增长 46.2%；完成批零贸
易服务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20
亿元，同比增长 69.1%；完成全口
径财税总收入 30032 万元， 比上
年增加 9068 万元， 同比增长
43％；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1.6 亿
元，同比增长 51.8%。

2.项目建设强力推进。 全年经
开区重点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1.6 亿元。 一是产业项目快速推
进。 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市
场区 1、3 地块主体封顶，配套高层
正在进行主体建设，2、4 地块基础
施工已基本完成，展示中心已投入
使用，项目部分市场区已经实现开
盘；加工物流园启动征拆，临时仓
储已经启动建设。 金阳农产品商贸
物流城一期 2016 年 1 月 16 日投
入营运。 正方体医药物流已全部建
成并正式运营；盘龙示范园二期建
设正在扫尾， 预计 2016年 2月实
现营业；机械物流园项目零配件市
场正在抓紧扫尾；伟鸿生产信息研
发大楼竣工投入使用。 二是基础设
施项目加紧建设。 沃土路、昭山 23
号路（金阳段）实现主道通车；板 16
号路正在进行土方施工；商贸城配
套四条道路采用 PPP 模式即将启
动建设；安居房（3、4 栋）启动了桩
基础施工； 工矿棚户区荷塘片区
（一期）完成招投标，已启动建设；
团竹路、竹埠大道二期、昭山 23 号
路统征地项目正抓紧启动征拆。 三
是项目申报亮点突出。 2015 年岳
塘经开区成功获得 4 块“金字”招
牌：全省首批 8 家之一的省级物流
示范园区、全省两型社会综合示范
创建片区、全省现代服务业示范集
聚区、2015年省级创业孵化基地。

3.融资争项成效显著。 全年完
成融资争资共计 20.8226 亿元，其
中争取中央、省资金 5.52 亿元。资
金到位 10.42 亿元。

4.招商引资扎实有效 。 新引
进并签约项目共计 9 个， 合同引
资总额 47 亿元，促进 4 个签约项
目落地引资 73.5 亿元，与中节能
建筑节能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
议，共同建设区域能源中心项目，
阿里巴巴湘潭产业带顺利上线运
营。

5.征地拆迁落地有声。 全年共
签土地协议 2818 亩（包括盘龙青
山土地流转 775 亩，临时仓储租赁
土地 150 亩）， 签订房屋协议 221
户，拆除房屋 165 栋。

6.环境治理再创佳绩。 竹埠港
滨江商务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完成
评审； 已关停的 28 家企业已基本
完成验收，14 家企业签订征收协
议，9 家企业完成拆除。 设立竹埠
港土壤处理中心，重金属污染土壤
修复示范工程加快实施；湘潭市竹
埠港建筑垃圾再利用中心项目进
行试生产；竹埠港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项目已通过评审，获国家试点
单位， 实施了三股废水的治理工
作。

7.保障措施优化加强。 国土规
划工作取得突破，荷塘乡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修编工
作已完成，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3 平
方公里。 全年完成土地报批 713.9
亩，完成土地回地 1639.4 亩，完成
土地供地 1001.3 亩。 城市总体规
划岳修编成果已经上报省住建厅；
完成了荷塘乡总体规划编制，市政
府已批复。 安全维稳工作全面加
强，全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努
力做好信访维稳工作，确保了社会
稳定。 综合管理规范有序，接待了
省级及以上重要领导共 10 多批
次；扎实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活动；严抓党风廉政建设，强化
日常监管和监督；严格执行绩效考
核制度，规范“三公”经费使用。 宣
传工作有声有色，共刊发新闻报道
400 余篇。

回望 2015，成绩令人欣慰

谋划 2016，我们再造辉煌

李朝晖 凌姬 肖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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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7 日，湖南正方体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入驻湘潭岳塘经开区正式运营仪式
现场。

阿里巴巴湘潭产业带上线仪式在岳塘区举行， 市委
副书记、市长胡伟林（右二）出席。

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三新（前左二），市
委副书记、市长胡伟林（前左一）陪同领导考察，高度肯定竹
埠港“退二进三”及土壤修复治理工作。

湘潭市 50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在岳塘经开区举行。

2015 年 11 月 29 日，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盛大开盘。

金阳城水果批发大市场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正式营业。

（本版图片均由湘潭岳塘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