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振华

宁乡县沩山乡婉拒开发商，主动放弃2000多
万元的土地出让收入，把位置最好的土地用于易
地扶贫搬迁，读来着实令人暖心。这，无疑是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最好诠释。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有些贫困户不是很乐意搬迁

出来。他们担心，搬出来的地段偏僻，人生地不
熟，只有地方住，没有挣钱门路，甚至连田土都没
法种，吃饭都可能成问题，还谈什么脱贫？而如果
不搬迁，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一方山水养育不
了一方人”，贫穷将成为世世代代的梦魇。

为让贫困户乐意搬迁，还能“安居”与“乐业”，沩
山乡将集镇最好的土地拿出来用于易地搬迁建房，
为贫困户创造最好的脱贫条件。从政绩上讲，这也许

“不划算”，不但减少了几千万元的土地出让收入；偏
僻乡镇招商引资不易，拒绝“老板”投资，就是拒绝送
上门来的产业项目，也就是拒绝了源源不断的税收。

“为政之道， 以顺民心为本， 以厚民生为
本”。沩山乡的决策者不只算眼前的“政绩账”，
更算长远的“民生账”。扶贫是第一民生工程，就
应该拿出最好的资源来帮扶。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
各个环节，换句话说，就是要从点点滴滴中，让人民群众
有获得感。沩山乡在抉择之间体现出的智慧，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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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全国百强县榜单，榜首昆山市2016年

进出口额722.66亿美元， 长沙县仅31.91亿美
元，不到前者的二十分之一。站在全省、全长沙
市角度，也考虑自身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县的需
要，长沙县以“二次创业”的激情，加快了长沙
黄花综合保税区的开发速度。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曾超
群介绍，在对标美国和北京、上海等地，高标准规
划、建设的同时，长沙县协同推进综保区验收、封
关运行和招商工作。一年前，综保区还在拆迁腾
地时，就派出小分队到深圳、上海、香港等地，共
参加6次大型招商推介会。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
园区招商、节会招商、商会招商、中介招商，封关
运行时，实现了30家公司同步投产运营。

园区标准厂房1号栋、标准仓库1号栋已投
入使用； 冷链仓库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
即将投入使用；标准仓库2至5号栋已完成钢结
构主体施工,即将投入使用；药品仓库已完成主
体施工，即将进行外墙装饰和内部安装；综一
路、综二路跨线桥正在进行工程扫尾；进出口
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设计方案已着手招标……
记者近期在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内看到，各项
建设工作正在紧张而有序推进。

为保证效率，园区基础设施按照轻重缓急
确定时间节点。根据项目招商需要，适量建设
标准厂房和仓库，预留今后发展空间。而园区

对企业的服务， 渗透至从招商到办理手续、厂
房、仓库、招聘、生产、销售、报关等各个环节。

长沙富坤电子有限公司是综保区8月投产
的电子元器件加工企业，因高温和农村双抢等
原因导致用工困难， 园区不但帮助其招聘，还
组织员工培训，帮助生产，完成较急的订单。一
个月时间，这家企业进出口贸易额突破了4800
万美元。

综保区的最大优势是税收政策优惠， 帮助
企业和产品连通国内国外。 如波兰沃斯集团进
驻后，一方面将带来优质的中东欧商品，另一方
面也可以把湖南和其他省份的茶叶销向全球。

长沙县黄花综合保税区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人说，招商推介会消息传出去后，要求
来的客商特别多。为了保证最佳效果，园区不
得不控制规模，压减人数。

“一切为了企业，为了企业的一切”。真诚
的服务，通过口碑等各种方式不胫而走，吸引
客商从全球各地赶来，汇聚成众商团聚、买卖
全球的势能。

造势
7月， 和香港启德机场同品同质同价的雅

娜购香港启德世界名品展示中心在综保区营

业。店长周雪芳告诉记者，除了机场客流，每天
都有不少人从很远地方，专门开车来看商品。

到下个月，雅娜购将实现同步提货。也就是
说，不用去香港，看中了哪款品牌手表、饰品或
者奶粉等，在店内交钱，到海关窗口就可以直接
提货，而价格和质量与境外商品是一致的。

随着一批批新项目签约，还有不少一流的
时尚精品，像雅娜购一样在综保区展示或者生
产。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市民的生活方式被
改变，园区工作人员的观念也得到了更新。

下一阶段， 黄花综保区将着力提升开放
平台功能， 加快跨境电商监管中心、 近10万
平方米的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的建设；
聚焦重点产业， 利用现有的进境食用水生动
物、 进境冰鲜水产品和即将获批的进口水果、
进口药品等指定口岸功能和航线通道，实施精
准招商、补链招商，力争形成初具规模的产业
集群。 探索制度创新，促进融资租赁、 保税研
发、 保税服务等新兴业态在综保区落地。

到9月5日，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今年进出
口货值已突破1亿美元， 到年底力争实现10亿
美元，明年目标为30亿美元。

“不靠海，不沿边，走向世界靠蓝天”。在长
沙的发展格局中， 以湘江新区为主引擎的西高
地已经拉开阵势， 而以黄花综保区和临空经济
区为主引擎的东高地， 随着一次次重大招商的
突破，腾空而起的澎湃动力正在点燃。

跨境招商势如虹

打造“中部服饰第一展”
2017湖南服饰产业博览会9月21日株洲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2018年株洲服饰产业规模要上千
亿元。 ”9月6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湖南服饰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株
洲市副市长黄芳如此表示。

株洲芦淞服饰市场群是中南地区最
大的服装批发市场，素有“铺天盖地万式
装，有街无处不经商”的美誉。然而，在竞
争激烈的服饰行业， 株洲目前并没有太
多叫得响的品牌， 产业发展面临巨大的
压力。激烈竞争之下，株洲服饰产业应如
何突围？

现状：4000多家生产加工
企业，却没有几个叫得响的品牌

“全国生产的每4条女裤中就有1条
产自芦淞。 ”株洲市副市长黄芳说。

作为湖南服饰产业代表， 株洲芦淞
经过30年的发展， 已形成集研发设计、
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电子商务于一体的
完整产业链，包括芦淞服饰市场群、株洲

“小巨蛋”国际服饰品牌发布中心、新芦
淞（白关）国际服饰产业园、新芦淞洗水
工业园、株洲龙泉（中部）总部经济示范
区、大美新芦淞商贸物流园、株洲服饰电
商产业园七大项目。 芦淞服饰市场群已
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服装市场群和区域
性、国家级、现代化的物流中心，先后获
得中国服饰名城、 全国十大服装批发市
场、中国女裤名城、中国服饰品牌孵化基
地等荣誉，是名副其实的“三湘服饰第一
商圈”。

“服饰产业要实现‘千亿梦’，打响品
牌是必经之路。 ”黄芳表示，株洲现有38
个专业市场、4000余家服饰加工企业、
20多万从业人员，服饰贸易辐射20多个
省份、230多个县市， 年成交额超过500
亿元，却没有几个叫得响的品牌；株洲不
少企业为很多高端服饰品牌代工， 有生

产高品质服饰的能力， 但自身品牌建设
不到位，产品也因此卖不起价。

突围： 推动商业模式创新，
“中部服饰第一展” 助力产业
提升

今年以来， 株洲人胡轩在芦淞服饰
市场创立的服饰品牌，每个月要在湖南、
贵州等地开业20多家直营店，就是这样
的速度， 胡轩还觉得不够：“今年要开
300家，明年再开400家。 ”

胡轩在株洲芦淞服饰市场开设二狼
狐轩服饰公司已经13年， 最开始只是做
代理商。 2014年胡轩开始创立自己的品
牌，自主设计，直营销售，定位快时尚男
装，短短几年迅速在湖南、江西、贵州、湖
北、广西等省区的三四线城市站稳脚跟，
号称“中国南方地区男装快时尚品牌的
NO.1”，并逐渐“由农村包围城市”，目前
已在长沙陆续开出直营店。“仅做代理压
力很大，现在的品牌之路走对了。 ”胡轩
说。

而未来，胡轩打算“以线下带线上”，
把一部分产品放到电商平台上销售，由
直营店“引流”到线上，“我们的消费群体
黏性很大，这种引流是非常有效的。 ”

胡轩代表的正是株洲服饰最有活力
的那一部分， 也是株洲服饰产业突围的
希望所在。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流通分会副会
长徐建华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纺织
服装产业发展面临新形势， 城镇化也给
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株
洲服饰需顺应消费方式的变化， 推动商
业模式的创新， 同时注重环保和绿色生
产，着力转型升级。

株洲市副市长黄芳表示， 现在服饰
产业由沿海向内地转移趋势明显， 株洲
具有对接沿海、辐射西部的区位优势，有
很好的服饰商贸和加工配套基础以及浓
厚的发展氛围， 服饰产业必将迎来新的
飞跃。 而即将在株洲举行的湖南服饰产
业博览会，被称作“中部地区最专业的服
饰产业博览会”，着力打造“中部服饰第
一展”，无疑也将助力株洲服饰产业的提
升。

2017年9月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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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周月桂）2017湖
南服饰产业博览会暨芦淞服饰节（简称“服博
会”）将于9月21日至24日在株洲市举行，着力打
造“中部服饰第一展”，助力湖南服饰产业腾飞。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株洲市副市
长黄芳对服博会相关情况进行了发布。

本届服博会以“相聚融合———共促服饰产
业新发展” 为主题，是中部地区最专业的服饰
产业博览会。

服博会主会场设在株洲汇美国际展贸中

心， 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 国际标准展位383
个， 以商贸对接、 招商引资、 行业交流为主，
将服饰产业上下游的设计研发、 布匹辅料、 生
产加工、 品牌运营、 展贸展示、 电子商务等汇
聚到同一平台进行展示， 预计将吸引全国各地
超过1万人次的专业观众和买家参观采购。

分会场设在芦淞服饰市场群，展览面积30万
平方米，打造类似“天猫双十一”的服饰购物狂欢
节，预计将吸引30万人次的客商参会。

展会期间，将同步举办高峰论坛、设计大赛

及项目对接等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湘籍服饰企
业家将成立“湘籍服饰企业家联盟”。

作为湖南服饰产业代表， 株洲芦淞区历
经30年发展， 现有38个专业市场、 4000多个
品牌， 从事研发设计、 营运营销、 生产加工、
物流等的相关工作人员达20万， 年成交额超
过500亿元， 正大步迈向千亿产业集群。 组委
会希望借服博会举办之机提升株洲服饰产业
集群优势， 成就中部服饰新地标、 湖南服饰
新名片。

经济视野

株洲服饰如何
冲击千亿目标

�“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诠释■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