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10日 星期五
版式编辑 余怡陋专题10

开放是党中央确定的“五大发展
理念”之一，开放崛起是省党代会确
定的重大战略，九华是长株潭唯一一
个国家级经开区和综保区并存的园
区，打造开放之城具备先发优势和良
好基础。 他们准备用 5-8 年时间，打
造一个区域性、国际化的园区。 2017
年，湘潭经开区“开放之城”建设投资
项目 14 个， 计划投资 29.5 亿元，其
中计划新建开工项目 8 个，竣工项目
5个。

区域融合发展是湘潭经开区一
直孜孜以求的目标，也得到了省市领
导的高度关注与肯定。 2017年，湘潭
经开区将利用好九华地处长株潭核
心区位的优势，在长株潭自主创新示
范区和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与湘江新区、宁乡经开区、
望城经开区、长沙高新区等湘江西岸
的国家级新（园）区共同推进“湘江西
岸经济走廊”建设。

世界 500 强云集，行业领先企业
聚集是湘潭经开区的闪亮名片。 今日
的九华，德国舍弗勒、埃贝赫，韩国梨
树、加拿大麦格纳、墨西哥克康、美国
塔奥、江森，法国佛吉亚等世界跨国
公司纷纷落子。 九华人并不满足于这
一点，2017 年将继续大力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着力打造德国（欧洲）企
业集中区、 美国北卡创新创业园、粤
澳产业园三大产业板块，围绕汽车零
部件和相关高新技术产业来引进一
批新的国际高新技术企业；支持泰富
等优势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不断扩大海外市场。

湘潭经开区还将充分发挥综保
区的对外开放平台作用，把综保区建
设成为长株潭对外开放的综合窗口，
并作为主力积极申报长株潭自由贸
易区；鼓励国际性的研发机构、中介
组织入驻； 完善外来高端人才的引
进、留住政策，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
环境。

湘潭经开区因汽车而生， 与汽车产业同
步腾飞，在这片土地上，缔造了湖南工业发展
史上一个个奇迹： 这里诞生了全省产能最大
的汽车制造基地、 全省首家汽车出口规模企
业———吉利汽车； 这里诞生了国内首台量产
大型纯电动环卫专用洗扫车、 国内首台多功
能清障救援车制造商———恒润高科； 这里诞
生了全球首个未来工厂———舍弗勒湘潭基地
……

2016年，湘潭经开区的汽车产业更是绽
放出了迷人的笑容———以吉利汽车为龙头的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完成产值 297 亿元，增长
57%， 吉利汽车整车产销量 17 万辆、 产值
150亿元，同比增长 13.4%。 汽车及零部件产
业招商厚积薄发，引进了投资 120 亿元的桑
顿汽车新能源动力电池三期，投资 58亿元的

吉利铭泰 F2国际赛车文化产业园、 投资 30
亿元的舍弗勒汽车精密轴承项目， 以及麦格
纳、克康、埃贝赫、海博瑞德等一批世界 500
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形成了吉利汽车、桑顿新
能源、舍弗勒、汽车学院、华研实验室、F2 等
项目为载体，包括整车、零部件、汽车研发、检
测、人才培训、销售、汽车文化的全产业链条。

打造“汽车之城”，力争到“十三五”末，把
经开区建设成为全国所有园区中汽车产业最
具特色的工业园区；2017 年， 湘潭经开区汽
车产业将演绎新的精彩。

———加快推进 15 万台吉利新能源 SUV
项目建设，2017 年底下线，2018 年实现量
产，湘潭将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新能源 SUV汽
车品牌；

———加快桑顿新能源 2.5 期、 磷酸铁锂

项目建设，2017 年建成投产， 启动桑顿新能
源三期建设； 支持恒润汽车积极开展战略合
作，推进新能源整车制造；加快推进汽车零部
件产业园建设， 汽车零部件本地配套率提升
至 70%以上；

———2017 年，“汽车之城”建设投资更是
大手笔，共谋划项目 36 个，计划投资 124.3
亿元，其中计划新建开工项目 26 个，竣工项
目 24个。 重点抓好吉利 SUV、 桑顿 2.5 期、
磷酸铁锂、F2、舍弗勒、华研实验室等一批在
建项目建设；加快麦格纳、埃贝赫、克康、桑顿
新能源三期等已落户重点项目建设， 拉动投
资，补链强群；

———加快一批战略投资商的商务谈判，
2017 年力争新引进一家汽车整车生产企业，
25家以上零部件配套企业。

一座城市的活力，是一座城市的魅力，也
是一座城市的号召力， 更是一座城市的生命
力。 湘潭经开区的滨江新城经过 10 多年建
设，城市的框架不断拓展延伸，城市的基础不
断优化完善，但这好比一个人的身体，骨头生
长了，肌肉发育了，更需要血液的滋养。 湘潭
经开区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完善公共服务
配套设施，着力打造“活力之城”，源源不断地
向九华这座快速发展的新城补血、 造血、生
血。 未来， 这里将成为湘江边上一座魅力独
具、风景独好的新城。

2017 年，“活力之城” 建设投资项目 93
个，计划投资 154.2 亿元，其中计划新建开工
项目 46个，竣工项目 41个。

这里将以湘江风光带为轴， 在长株潭中
心打造一个集健身、休闲、运动为一体的活力
之城。未来，这里将有中国首个赛车文化综合
体———F2 国际汽车文化产业园、这一项目对
于长株潭来讲是个划时代的项目， 拥有诸多
第一———国内第一个集赛车竞技、体验娱乐、
主题游乐、演艺秀场、酒店度假和汽贸商业为
一体的特大型体育文化旅游综合体； 国内首

家同时拥有 FIM 和 FIA 双认证的 F2 赛道、
直线竞速、越野赛场等功能的赛车场；中南地
区第一条国际方程式赛道； 拥有国内最长的
赛道长直道，达到 1.2 公里。 此外，隆平高尔
夫、滨江马拉松、水上运动等项目都将给湘潭
市民带来高品质的享受。

这里将积极加快推进产城融合， 把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提升到新的档
次。 富力、 恒大等中国顶级开发商将在这里
“造城”，九华医疗健康城、长沙一中、雅礼中
学、广益中学、湖南科技大学附属学校等顶级
医疗教育资源将在这里聚集； 美伊天等邻里
中心建设将让市民不出小区便捷办好各种
事。加快推进沿江风光带 8标、莲城大道等精
美湘潭项目建设，7 月份之前全面建成投入
使用，未来九华的城市面貌将更精更美。

这里将成为长株潭的创新高地。 依托九
华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充分发挥欧阳晓平院
士工作站、湘潭大学、湖南科大、深圳南科大
等专业孵化平台的作用， 不断建立和完善创
新创业平台，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将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
贯穿于产业发展的全过程， 推动企业技术创
新、产学融合和跨界发展。

湘潭经开区是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园区，未
来，这里还将打造一座“智慧之城”。 2017 年
“智慧之城” 建设投资项目 16 个， 计划投资
30.7 亿元，其中计划新建开工项目 7 个，竣工
项目 9个。

这里的管理将是一种智慧型的管理。湘潭
经开区将用活用好金字招牌，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园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园区“网格
化”管理全覆盖，建成园区地理、人口、企业法
人三大数据库。

这里的服务将是一种智慧型的服务。 湘
潭经开区成立行政审批局， 在推行行政审批
3.0 的同时，构建线上办理网络平台，通过信
息化手段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操心。湘潭经
开区的所有审批事项将实行电子编号管理，
所有服务事项的受理、流转、办理、出件、收
费、评价、公示、监管等全部通过线上网络平
台实现。 整个审批流程将在线上网络平台留

下痕迹，便于监督权力运行。 未来，湘潭经开
区还将积极争取省、市相关部门支持，实现湘
潭经开区线上网络平台与省、 市线上网络平
台互通，实现数据共享，逐步实现网上查询、
网上申报、网上审批和网上监管。借助湘潭经
开区搭建的“产业云”平台，园区企业间产品
产能、厂房土地、销购渠道、库存处理、技术创
新、融资需求、众包代工等基础数据可以在网
络间边界流通，实现产业间、企业间对接活动
信息化、常态化。

这里的产业将大力发展智慧产业。总投资
130 亿元的北斗导航项目正在推进中，项目将
在经开区打造北斗导航系统设备制造基地，着
力推进大数据处理等产业的发展；加快推进产
业智慧化过程，做精做优“互联网 +”，推进工
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引进一批行业领先、
成长潜力好的新兴智慧产业；支持吉利、泰富
等龙头企业由传统制造向“智造”升级。

汽车之城 活力之城
智慧之城 开放之城

2017 年九华将着力打造———

汽车之城：打造全国园区中汽车产业最具特色的工业园区

活力之城：打造成为湘江边上魅力独具的新城

智慧之城：“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产业”三位一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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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傍晚， 在湘潭经

开区吉利汽车新能源 SUV 项目

工地上， 技术人员正在安装调

试崭新的设备， 项目建设正在

进行最后冲刺， 项目将有两条

总装线在本月投入试运行。

吉利新能源 SUV 项目总投

资 35 亿元，在生产基地现有平

台基础上 ， 新增全新新能源

SUV 产品平台， 项目建设主要

包括新建一条自动化冲压线 、

柔性化焊装线、 高水平塑料件

涂装线、高柔性总装线，以及动

力站房、 外网及总平面工程等

相关生产、生活设施，工程达产

后， 吉利湘潭基地将实现年产

量 30 万台整车。

“九华要努力争当湘潭经

济增长、产业振兴的主引擎；努

力争当湘潭城市发展， 建设大

美湘潭的主阵地； 努力争当湘

潭开放崛起， 申报自贸区的主

力军；努力争当湘潭深化改革，

探索改革路径经验的主要担当

者。 ”湘潭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孙

银生信心满怀地说 ，2017 年 ，

九华的主要经济指标将继续保

持 20%以上的快速增长。

在湘潭经开区， 吉利新能

源 SUV 项目建设快速推进只是

全区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 开

局即决战！ 湘潭经开区在 2 月

份 召 开 的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为

2017 年发展定好了“盘子”，明

确了 “路径 ”， 那就是 ， 突破

“2000 亿园区”大关，着力打造

“四个城”： 汽车之城、 活力之

城、智慧之城、开放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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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汽车总装生产线

九华滨江新城新面貌

九华湖中华德文化公园

快速发展中的湘潭综保区

泰富重工智能制造标杆式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