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9月 12日下午，2017年株洲（深圳）
产业对接暨市情推介会在深圳举行。市委副书
记、市长阳卫国专程到会，现场介绍株洲市情，
宣讲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表达株洲真诚欢迎海
内外投资者的诚意。在最终举行的重大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上，共有 26个重大项目与株洲签
约，涉及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智能机器人、
新材料、新能源、金融投资等领域。

每一年，这样的签约会都有不少。 在“央
企对接会”“沪洽周”“深洽会”等重要场合，株
洲市从不缺席，成为常客。

今年 8月 30日， 在中国航空发动机株洲
航空动力产业园，国家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
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宣布开工。经过与央企中国
航发集团几轮对接而落户株洲的“两机重大专
项”，规划用地 1240亩，固定资产投资达 61亿
元，将建成航空发动机科研试验基地。 该项目
对加快提升我国航空发动机的自主研发和制
造生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将直接助推株洲实
现通用航空产业的“千亿梦想”。

一个重大项目的落地， 印证了株洲市招
商引资、促进发展的坚定决心。 为争取更多企
业、更多项目落户，该市不仅组团参加全国性
的招商活动， 还不断组织精干的招商小分队，
闻风而动， 带着精心包装的项目主动出击，不
断前往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
寻找合作伙伴。长城电脑、湘东国际物流园、炎
帝生物工程二期等项目均是这样被“拉来”的。

不仅走出去，也要引进来。 近年来，株洲

市先后举办了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
家年会、轨道交通产业国际峰会、醴陵陶瓷博
览会、湘台经贸洽谈会等大型会展活动，集聚
了人气、打开了市场、招来了项目、加强了合
作、展示了形象。 目前，轨道交通产业国际峰
会、醴陵陶瓷博览会、航空产业国际峰会、新能
源汽车产业峰会、芦淞服务文化节“五张会展
名片”，已经成为株洲市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今年 5 月 6 日，2017 年度全国企业家活
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在株洲举办。 这是株
洲市迄今承办的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全国
性活动，参会嘉宾达到 1600 多人，包括多位
获得“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的杰出企业家、中
国 500强企业高层精英、几十位院士和专家学
者等。 年会期间，共签约项目 51个，签约金额

高达 1022亿元，其中包括投资 226亿元的株
洲市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 投资 30亿元的绿
城云龙理想小镇项目， 投资 10亿元的孚能新
能源株洲电池 PACK工厂项目等。

株洲市作为承办方， 还特意安排参加年
会的嘉宾走进中车株机、中车株洲所、北汽株
洲基地、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等企业，现场
感受“株洲·中国动力谷”的魅力。在北汽集团
株洲基地二工厂年产 30 万辆整车项目新车
下线仪式上， 嘉宾们更是直接感受到了株洲
项目建设的最新成果。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统计表明，2016年，
株洲市全年引进内资增长 14.8%，利用外资增
长 11.6%，重点招商项目履约率达到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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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路上，株洲市备尝艰辛，却也苦尽甘
来，收获颇丰。

2014 年以来， 株洲市重点项目个数逐渐
增加———2014 年 223 个、2015 年 271 个、
2016 年 350 个，再到今年 604 个，个数逐年
增加，增加比例也逐年提升；3 年间，重点建设
项目的年度计划投资逐年加大，全市共安排重
点项目 1206 个，总投资过万亿元，重点项目
投资保持每年 50%以上的高增长率。

项目攻坚，更为株洲市下一步的跨越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 3年，全市轨道交通、航空、汽车、服饰、陶
瓷五大千亿产业集群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3000
亿元，其中 15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 1000亿
元，3年完成投资超过 600亿元，磁悬浮、“两机”
重大专项、IGBT产业化等一批国家级项目相继
建设，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车三大研究院、智
能制造等一批引领产业研究和智造水平的项目
相继竣工，优势产业实现全新突破。

这 3年，株洲全面拉开清水塘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大幕，一个绿色、环保的生态新城正款
款走来，以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五大产业为代表的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正在株洲这片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的
土地上蓬勃兴起。

这 3年，株洲城市面貌因项目建设大大改
观。城市环境绿化美化亮化净化、交通畅通、旧
城提质、碧水蓝天行动、城镇设施配套“五大行
动”全面启动；城镇交通、能源、水利、基础设施
“五张网”加快建设，城市轻轨正式运营，跨城
区的湘江六桥、七桥相继通车，城市地下综合
管网、气化株洲、智慧株洲等工程有序推进；湘
江河东风光带、华强方特梦幻王国、醴陵世界
陶瓷艺术城等一批城镇项目强力推进。

这 3 年，全市减贫 11.21 万人，3.3 万套保
障性住房建成，职教城、创业广场、神农大剧
院、株洲市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改扩建、湖南
陶瓷技师学院新校区建设、 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夕阳红艺术活动中心、公安系统“五所合
一”等一大批民生项目相继建成。

2016 年，更是成为株洲市项目建设的“重
头之年”。 这一年，轨道交通城、中国动力谷自
主创新园、城铁株洲站城市综合体、龙母河水
利综合开发、新马汽车博览园五大百亿项目均
有效地解决资金问题，“422” 工程得以全面推
进， 即实施 40个重大项目、200 个重点项目，
完成 2000亿元以上投资。

抖擞精神再出发，精准发力再突破。 2017
年，株洲正在大力推进“3627”计划，即：重点推
进 35 大工程、604 个重点项目，带动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 2700 亿元， 同比增长 16%，进
而以项目大突破再造株洲发展新优势，以项目
大发展提升株洲发展新境界。

攻城不怕坚，攻坚不畏难。
项目，犹如一块块坚硬的基石支撑着株洲

这幢宏伟的“经济大厦”，为株洲市的跨越发展
提供着最为强劲的推动力……

奠定跨越的基石
———株洲市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着力发挥“四个作用”、加快建成“一谷三区”

纪实之三（项目攻坚篇）

周怀立 肖旭青 李何露

金风送爽,橙红橘黄。 在这个收获
的季节里，工业名城株洲也收获颇丰。

9 月 21 日至 9 月 24 日，规模盛大
的湖南服饰产业博览会暨芦淞服饰节在株
洲市芦淞区隆重举行。节会期间，共举办芦淞服
饰博览会、 株洲服饰发展高峰论坛、2017 服饰
业湘商大会、 服饰电商发展峰会等 7 场主题活
动，吸引了 5000 余名国内外客商参加，共有 10
个服饰业合作项目签约落户株洲服饰产业经济
带，项目金额高达 50 亿元。

仅仅 4 天之后，9 月 28 日， 又一场商贸盛
会———2017 中国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开
幕。 这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贸促会、
株洲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展会，共吸引俄
罗斯、 美国、 英国等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569 家企业及个人参展。 至 9 月 30 日展会
结束，共有 32 个项目签约，合同金额达
182 亿元。

把节会变成招商引资的展会，变成促
进发展的盛会，成为株洲市打好项目攻坚
战的一个重要手段。

“抓项目，关乎全局，惠及长远。 我
们一定要敢于担当，真抓实干，奋发有
为，以项目建设的风生水起，以企业发
展的生龙活虎，来奋力实现‘两个走在
前列’，不断开创株洲发展新局面！ ”株
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对项目建设的重视
溢于言表。

目前，株洲市已连续 4 年开展“项目攻
坚年”活动，引进了大批项目。 这些项目为
株洲下一轮的发展积蓄着更大的能量，奠
定了株洲市向“两个走在前列”的总目标不
断跨越的基石。

项目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场接着
一场实打实的“硬仗”。 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
全凭“硬指标”“硬数据”说话。 正因为如此，株
洲才始终保持“攻坚”的姿态，毫不松懈。

在株洲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日程表
上，“项目”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一年四季，他
们总是不断地出现在重要的项目调度会上，出
现在重要的外出招商中，出现在重要项目的签
约现场。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始终在不停地谋
划大局， 督促不断完善项目攻坚的工作机制，
开创项目攻坚的全新局面。

———高位推进机制。近三年来，每年 4月、
7 月、10 月， 株洲市都要召开项目建设推进
会， 市四套班子及各县市区主要领导悉数参
会，会议的形式都是“看学议”活动。所谓“看学
议”，就是把固定会议室变成流动现场，所有会
议人员都实地走访项目现场， 看项目建设情
况，听项目推进建议。 并且，会议人员不只看
“好项目”，也看“差项目”，不仅到指定园区，也
随机抽看项目园区，目的就是促使大家找差距
知不足，变压力为动力，从而在全市上下形成
“比学赶超”的浓厚攻坚氛围。

———精准督考机制。 市里建立市项目办、
“两办”督查室和市委“马上就办办公室”三办
联动的“三回合”督查考评模式。市项目办针对
问题交办落实情况进行督查，“两办”督查室针
对市项目办督查后仍不落实的进行重点督查；
“马办”针对“两办”督查后仍落实不力的进行
直接问责。随着时间的推移，“季调度、年考核”
单一考核办法，也变成了“月调度、月通报、月
交办、月销号，季讲评、季排名，年度考核”的考
核机制。

———领导联系机制。由原来的主要领导负
责主要项目，到实行“一个项目、一名牵头领
导、一个以上责任部门”。 攻坚过程中，各级各
部门“一把手”以身作则，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
责任，纷纷深入项目现场实地办公，切实解决
项目建设问题； 主要责任部门设立攻坚组，行
政服务部门设立工作组，制定实施方案、强化
责任分解、明确责任人和经办人，具体负责项
目推进工作。

———项目管理机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株洲市周密谋划建设前期储备项目库
（五年期）、计划滚动项目库（三年期）、实施项
目库（一年期）“三类库”。 通过制定《株洲市投
资重点项目库建设管理办法》，形成各负其责、
密切协作、 规范高效的项目前期管理机制，以
提高项目履约率、交地率、资金到位率，促进项
目早开工、早建成。 在株洲市，为加快推进节
奏，往往三年期的计划滚动项目库直接就变成
一年期的实施项目库。

随着机制的建立健全，株洲市“项目攻坚
年”活动的内容也从 2014 年的征拆、履约、开
工、推进四大攻坚行动，发展到 2015、2016 年
开工、竣工、策划、融资、征拆、履约六大攻坚行
动，再到今年的七大攻坚行动。内容逐年丰富，
责任方面也从市直部门、县市区政府、项目业
主单位三级责任体系， 发展到市级领导牵头、
行业主管部门分类、 服务责任单位具体协调、
县市区党委政府属地负责、项目业主承担主要
责任的五位一体责任体系。

一年前， 一个新词开始频繁出现在株洲
市的党委政府文件和媒体之上———“马办”。
“马办”的全称为“马上就办办公室”，这是株
洲市委为提高行政效能， 于去年 10 月专门
成立的一个机构， 是该市广泛开展“马上就
办、真抓实干”活动的具体体现。

“马办”成立后，“马上就办”的特点立即
体现无疑：开通“马上就办一线通”24 小时服
务热线、“网络问政平台”以及“马上就办直
通车”，形成了一整套运行体系。短短时间里，
株洲“马上就办”工作制度迅速完善，市领导
带头高位推进“五问工作法”，并将“五问工作
法”延伸到各县市区、乡镇，严格督查督办、问
题曝光、责任追究、情况通报，全面整治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行为，干部作风明显好
转。 去年 10月以来，共收到群众投诉、咨询、
建议 51987条，办结率 99.2%，一批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马办”的成立，体现出株洲市关心企业
发展、服务项目建设的真切用心。

近几年来，为助推项目建设，株洲市一直
不断改进服务：在全省率先推出“三清单一目
录”， 行政许可项目由 302项精简至 122项；
2014年以来， 向各县市区和园区下放行政许
可 176项；停止市一级出台的所有收费，推动
中介机构与行政审批机构脱钩， 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为促进民间投资、发展非公经
济，全市筛选 75个项目，建立总投资 1164亿
元的 PPP项目库；建成留学人员创业园、中小
企业促进园、 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和九个
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平台。

从 2015 年开始， 株洲市连续几年开展

“企业帮扶年”活动，从“帮在实处”着力，从
“帮在宽处”努力，从“帮在深处”发力，从“帮
在高处”引领，全方位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着力“帮在实处”，企业有什么问题，
就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去年以来，该市直面企
业诉求，共收集交办企业各类问题 4677 个，
办结率 91.5%，24小时见面率为 99.8%；开展
“职业技能电视大赛”等招聘活动 72场，帮助
企业招聘各类人才 2.4 万人；大力推进“直供
电”改革，市内 212 家企业每年可节约电费
4500 万元；落实“营改增”等减税清费政策，
为企业和社会减负 20 亿元以上；开发“供应
链”融资产品，为轨道交通等产业融资 70 亿
元；完善“续力贷”项目管理办法；累计发放
“过桥贷款”18 亿元；通过建立信贷风险四方
分担机制， 为 183 家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问
题。 四年来，全市完成土地征拆 13.28 万亩，
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土地供应。

———着力“帮在宽处”，以点带面，通过联
系企业发现普遍性问题， 从面上统筹推进问
题的解决。 制定出台了“工业发展 12 条”、促
进房地产发展 14 条、建筑业 13 条、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培育 11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扩
大企业帮扶覆盖面和受益面； 引入第三方评
估机构，定期对帮扶情况进行客观评价，形成
倒逼机制； 安排专人从企业项目落地开始进
行全程跟踪，直至项目投产。 今年上半年，全
市工业投资增长 14.6， 高于全省 9 个百分
点，全省排名第一。

———着力“帮在深处”，帮助企业解决体
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 去年以来， 向全市
8000 多家企业推送惠企政策信息近 200 万

条；先后组织各类培训 62 次，服务企业 1600
多家，培训企业高管 140 余人；组织企业参
加各类会展、博览会 20 多场次，签下 20 多
亿元的订单；引导企业加强管理创新，提高企
业经营管理水平， 增强企业内生动力， 帮助
50 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全省第一
家市州股权交易分所， 聚集 30 余家专业服
务机构，促成 395 家企业实现挂牌，8 家企业
募集资金 1.2 亿元；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仅风
电产业新增订单 37亿元。

———着力“帮在高处”，站在产业发展的
全局帮助企业明晰发展方向、 发展定位和发
展战略，引导企业不断做大做强。结合本市产
业发展实际， 株洲市出台了制造强市、“互联
网 +”等 10 多个产业规划，以产业规划引领
企业发展。目前，株洲创新金融服务破解企业
融资难的做法已被工信部发文在全国推介，
“互联网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帮扶
企业的经验，也得到国务院减负办的肯定，并
在全国推介。

抓落地，重效果 攻坚路上收获多

高位推，基层抓 完善机制聚合力

走出去，引进来 招商引资建新功走出去，引进来 招商引资建新功

抓落地，重效果 攻坚路上收获多

真心帮，“马上办” 优化环境激活力真心帮，“马上办” 优化环境激活力

夜色中的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美轮美奂，魅力四射。 谭清云 摄

刚刚建成的北汽株洲基地二工厂举行新车下线仪式。 谭清云 摄

总投资超过 200 亿元的“株洲·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已经基本建成。 谭清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