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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5 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1002 亿元，成为

湖南省第五个“千亿园区”的浏阳经开区，今年经
济数据再传捷报 ： 前三季度实现工业总产值
726.3 亿元，同比增长 15.8%。 其中完成工业增加
值 240.9 亿元，同比增长 15.4%，高出长沙园区平
均增速 2.2 个百分点，在长沙五个国家级园区中，
浏阳经开区工业增加值总量排名第二， 增速排名
第一。 同时， 浏阳经开区规模工业增加值率为
33.6%， 高于长沙园区平均增加值率 10 个百分
点，在长沙国家级园区中同样排名第一。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经
济新常态下， 浏阳经开区能实现经济增速逆势上
扬，得益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具
体来讲，就是下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去一
降一补”这一盘棋。

美丽的浏阳经开区一角。

浏阳经开区是我省唯一一个没有母城依托
的开发区， 随着步入由产业园区向产城融合迈
进的关键时期，园区的决策者意识到，在加快产
业发展的同时，还必须补齐城市发展的短板，打
造“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现代城市工业经济综合
体”，构建“别人愿意来、自己愿意住、留得住乡
愁”的新型工业化城市。

近三年来， 浏阳经开区按照加强加快园镇
融合、 产城一体化、 农民市民化的城市发展思

路，正着力引进建设一批名校、名院、名楼、名
园、名店、名盘，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增强承载辐
射能力，努力打造一个以浏阳经开区为核心、全
国新型城镇化的典范———“金阳新城”。

2015 年，浏阳经开区的幸福泉公园、长途
汽车站、公共自行车等城市设施相继投入使用，
其中投资 3.6 亿元与湖南排名第一的中学———
长郡中学合办的长郡浏阳实验学校在一年内建
成开学； 投资 3.5 亿元建设的金阳文化艺术中

心每月都为市民提供免费的文化盛宴。 还推出
“创业就业人员就地城市化”政策，对在园区落
户的创业就业人员实施购房补贴、 从幼儿园到
高中的学费全免等政策，并通过健全医疗保障、
完善社保体系、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等，使园区居
民的社会化服务配套水平达到或超过城市居
民。

2016年，金阳大道一期实现通车，加上正在
建设的金阳大道二期、健康大道北延线等城市主
干道，预计明年将实现南北园、园区到长沙的畅
通无阻。 目前，粤港城、嘉利新世界等大型城市综
合体也相继投入使用，吸引了步步高、中影国际、
通程广场等知名商业入驻。 而且园区还在积极引
进各种高端服务业，比如入驻长沙 e中心的长安
保险湖南总部及呼叫中心， 预计建成后年纳税
将超过 1亿元。如今，一座“践行新发展理念、堪
称现代化城市典范” 的升级版工业新城已经初
现雏形。

我省经济的每一次重大变革， 几乎都是基
层政府和众多企业合力创新改革的结果。 而浏
阳经开区这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与实
践，既是对园区坚持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力促
双赢的升华，也是为园区在“十三五”期间奋力
打造“两千亿”级现代化工业新城所注入的腾飞
“燃料”。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济新常态下走在
全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列的浏阳经开区，一
定会为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基本现代
化”和湖南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建
成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强大支撑， 作出卓
越贡献。

如果说“三去”是园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的“减法”，那么“一降一补”则可看作是为
提升园区竞争优势、 承载辐射能力和结构优
化程度而进行的园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加法”。

其中，“一降” 包含的降成本可谓切中了
企业利润增长的要害。“园区和企业是‘鱼水
关系’，不论是制定出台扶持政策降低企业成
本，还是通过简政放权来提高企业服务效率，
目的都只有一个， 就是支持园区企业快速健
康成长、做大做强。 ”郭力夫说。

“为了给企业减负担、降成本，园区可是
一分钱都不放过。 ”企业负责人如此为园区的
诚意点赞。原来，浏阳经开区今年大力开展电
力改革，加强与省市电力部门衔接，积极采取
相关措施， 为的就是让企业每度电的成本降
低 2-3分钱。

“别看一度电才降低几分钱，但对我们来
说相当于增加几千万元的利润！ ”蓝思科技负
责人无不激动地表示。 对用电大户蓝思科技
来说，每年光电费就得数亿元，每度电能下降
2-3分钱，为企业节约的成本高达数千万元。

此外， 浏阳经开区在今年 4 月出台政策
对新引进工业企业燃气、 蒸汽开户费进行全
免。 6 月，园区成立了土地储备分中心，保障
企业用地，降低用地成本。 7 月，全面实施园
区企业社保缴费分年度达标的改革， 切实降
低企业社保缴费成本。

不光是经济成本， 如何降低企业的制度

性成本也同样是园区管委会心头所急。
早在去年 7 月， 浏阳经开区就已实现两

个工作日内完成企业“五证合一” 的办证审
批。今年 3月，园区又传来仅用 3天就为上市
企业办理好审批手续的佳音。 而且全面实行
全程代办制、并联审批制等行政审批改革，开
通“绿色通道”，真正做到“一站式办公，一条
龙服务”。还大力推进网上公开、审批等，让企
业、群众少跑腿。

5 月， 浏阳经开区财税服务中心暨办税
服务大厅正式揭牌成立， 浏阳经开区因此成
为湖南省第一家推行“国地财”合署办公的园
区。目前，为企业减负的努力已渗透到企业生
产、办事等成本的各个环节，标志着浏阳经开
区在全力打造全市“审批环节最少、办事效率
最高、创业环境最优、体制机制最活、投资成
本最少”的“五最园区”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良好的发展环境，优越的扶持政策，让园
区在招引新兴产业项目、 助推园区转型升级
上走在了全市乃至全省的前列。 一大批优质
的东部及沿海地区的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
往浏阳经开区转移、集聚，招商项目的投资强
度、产出效益在逐步全面提高。

近三年来， 浏阳经开区坚持以创新驱动
为引领，以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为突破，以扶持
企业创新创业为目标， 推动园区三大主导产
业———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和健康食品形成
相当规模的产业集群，并向节能环保、智能制
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浏阳经开

区已成为了全国医药企业最集中、 制药生产
线最多的开发区之一，以及湖南省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的核心增长极。

生产全球近 50%高端智能手机玻璃面板
的蓝思科技于 2008年落户浏阳经开区，短短
几年，迅速成为国际名企，连续 5 年成为全省
加工进出口贸易最大的企业。 2015 年上市
后， 公司产值和税收分别突破 413 亿元、13
亿元。今年，蓝思科技再追加投资 108亿元建
设园区目前为止最大产业项目———3D 面板
及精密设备生产基地， 创下浏阳经开区建区
以来单个产业项目过百亿元的纪录。

作为全国药用辅料行业“沃尔玛”的尔康
制药在浏阳经开区投资 2 家工厂并实现上市
的情况下， 于 2014年追加投资 58 亿元建设
世界领先、全球唯一的淀粉胶囊产业园，该项
目一期 300亿粒淀粉胶囊生产线仅用半年实
现投入产出， 创造了长沙工业建设历史上的
新速度。 同时，尔康制药还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战略，投资、并购了尔康（柬埔寨）等 17 个
子公司，业务遍布全国及东南亚、欧美多国。

据统计， 近两年浏阳经开区产业项目的
平均投资强度超过 500 万元 / 亩。 2015 年，
共签约产业项目 18 个， 合同引资 178 亿元，
其中 50亿元、3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各 2
个。 其中，投资 55 亿元的欧智通项目实现去
年 9月一期开工、今年底试生产，将建成一个
含无线网络产品、 平板电脑等为主的研发生
产基地。

2016年 1-11 月， 园区共签约产业项目
24 个，合同引资 246 亿元，其中 50 亿元以上
重大产业项目 3 个。 其中，投资 52 亿元的蓝
思智能机器人项目有部分生产线不到半年就
实现量产； 投资 56 亿元的蓝思 3D 面板、投
资 52 亿元的百草堂大健康产业园项目将于
年底前启动施工。

新布局的智能机器人、3D 曲面玻璃、大
健康产业园等生产项目， 不仅是企业争相发
力创新改革、抢占未来市场的“利器”，也成为
了浏阳经开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坚
力量， 为浏阳经开区新一轮爆发式增长埋下
伏笔。

今年 1到 11 月，浏阳经开区实现工业总
产值 931.0 亿元，同比增长 16.7%，其中规模
工业产值实现 914.8亿元， 同比增长 16.9%。
预计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002亿元，同比增
长 16.7%，规模工业总产值 990 亿元，同比增
长 16.9%；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150 亿元，同比
增长 15%。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期暨新总部基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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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浏阳经开区却热力尽显。 鸟瞰这
片沃土，目光所及之处，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创新
企业鳞次栉比，就业员工精神抖擞，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处处透露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显著成
效。

随着浏阳经开区及其企业改革创新的持续
深入， 园区产业结构在潜移默化中转型升级。
2015 年， 浏阳经开区综合实力在我省开发区中
位居第四， 84.7%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比，在
全省所有开发区中名列第一。 同时，以全省首位
的区域竞争力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迈入“千亿园
区”的浏阳经开区，已连续四年获评全省加速推
进新型工业化一等奖。 2016年，浏阳经开区获评
为我省目前唯一的电子信息类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在获批我省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以
后，又于 6月 2日成功入选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转
型升级示范开发区（我省共 3 家，全国仅 33 家），
标志着浏阳经开区进入国家、 湖南重大发展战
略。

累累硕果问根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
浏阳经开区发展提速加挡的重要“燃料”。

“去”芜存菁 助力转型升级

金阳艺术中心成为浏阳经开区重要的文化艺术
平台，提升了园区城市品质。

得益于“三去一降一补”带来的改革动
力、发展助力，如今的浏阳经开区正呈现出
全面发力、多点突破、步稳蹄疾、纵深推进的
良好发展态势。

“三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以
去芜存菁之举，进一步优化浏阳经开区的产
业结构。

“在园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园区企
业是改革的实施主体，而园区党工委、管委
会则是改革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主要负责对
企业进行引导扶持，为落实改革提供服务支
撑。 ”浏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郭力夫表示，在年初的经济工作会上就对园
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严密部署。

面对园区少数生产效益不高、土地利用
率低下、节能环保达标困难的“僵尸”企业，
园区开出的是以转型升级去产能的药方。通
过为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完善上下游
产业链，成立电子信息产业服务中心、长沙
e 中心等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创新创业基
础，同时推进“僵尸”企业兼并重组，招大引
强，盘活土地，最终聚小成大，聚散成强。

众多重获生机的企业中，宏灏基因“麻
雀变凤凰”的故事尤为动人。 曾深陷经营管
理困境中的宏灏基因，是在浏阳经开区土生
土长的一家高科技孵化企业，以前年纳税额
最多也只有 6万元，是园区引进上市公司控
股，通过注入资金、加强营销、优化管理，使
企业再度盘活。 如今该公司年纳税跃升至
3000 万元，增长 500 倍，名副其实地从“跌
停板”拉成了“涨停板”。

另外， 园区某台资企业因为市场变化、
企业效益不好，老板跑路，工人一度聚众讨
薪，成为园区内一个烫手的“山芋”。 面对各
种复杂问题，园区主要领导勇挑重担，依照
法律法规、市场经济规律，抽丝剥茧，8 个月
完成了公司重组，如今成为园区智能制造的
代表，真正实现了“旧瓶装新酒”。

据统计， 浏阳经开区近年来成功促使
26 家企业完成兼并重组，不仅让“去落后产
能”的目标在这里得以平稳达成，而且还实
现了“老树发新枝、梅花二度开”，个个“去产
能”实例都可成为当代园区破解陈旧难题的
样本。 特别是今年，园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再度加快，继蒙制药、嗑得响等完成兼并重
组，重生的继蒙制药还成为香港上市公司泰
凌医药首次在国内收购的医药工业企业。

而且，浏阳经开区不光有“去产能”时的
温情体贴，更有“去库存”时的严肃谨慎。

对园区来说，“去库存”的“准心”瞄在园

区的低端房地产项目上。这些项目多是园区
以前积压的同质化房地产，设计、居住体验
不大符合消费者需求。如何稳妥有效地消化
这些“库存”将关系到园区推进城市化建设
的进程。

为此，浏阳经开区于今年 3 月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具体方案，随后通过出台《浏阳经
开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
方案》等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团购、拆迁户和
农民工落户园区等方式去化存量；并采取引
入中介、收回闲置土地、提高房地产开发行
业整体能力、科学制定园区住房建设规划管
控增量等一系列措施稳步推进园区房地产
的“去库存”工作，避免园区房地产市场大起
大落，并充分满足民众安居乐业愿望。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在经济社会高速
发展的同时， 园区也没有忘记为企业金融
“去杠杆”，确保资本运营的安全性。

一方面，浏阳经开区为企业积极搭建了
融资服务平台，主动协调对接银信、证券等
相关单位，做好企业上市辅导工作，帮扶企
业了解资本市场并尽快实现资本证券化、证
券市场化。成立了企业互助协会，已获得 6.6
亿元信用贷款投放，成功促使原会员企业永
清环保在创业板成功上市。今年园区第二期
20 亿元企业债券已分两批发行。 园区近两
年还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企对接会为
企业融资 3亿多元。

另一方面，园区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要
求，改革投融资模式。以专业能力策划项目，
大力引进开发建设的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
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市场化。 通过积极打
出 PPP 模式、 组合担保等多种融资方式的
“组合拳”来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调整园区
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比如以合理利润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打造捞刀河商务区、中央生态商务区。

在“去杠杆”举措的推动下，园区三季度
规模工业增加值 240.9 亿元， 同比增长
15.4%，在长沙国家级园区中增速排名第一，
总量排名第二， 但资产负债率仅为 33.8%，
同比下降 9.4%，低于全市 20.7个百分点，将
企业经营风险总体维持在了较低水平，保障
了经济又好又快又稳发展。 粤港城商业综合体。 （本版图片由浏阳经开区管委会提供）

“补”城市化 实现宜业宜居

“降”在实处 做好改革“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