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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在永州市祁阳县， 一则招商故事广为流
传：2010年， 国际知名运动品牌耐克的全球
五大合作伙伴之一———广东广硕鞋业有限
公司，打算将生产基地向内地转移。祁阳县党
政主要领导七下广东， 成功引来这家企业并
建立凯盛鞋业，2011年建成投产。

如今，这家鞋业“龙头”通过科技“加持”，
转型升级成为当地外贸“龙头”，引领当地加
快形成轻纺制鞋产业集群。2016年， 祁阳县
进出口总额2.37亿美元， 其中近半贡献来自
轻纺制鞋产业。

依靠科技转型升级降成本

12月中旬，已是寒冬，记者走进凯盛鞋
业生产车间，见不到呼呼吹风的空调设备，却
毫无寒意。

“我们的厂房采用了双层吸热墙和隔音
板建设，顶层安装负压通风设备，墙体安装有
冷水帘， 可确保冬暖夏凉， 保持室内温度在
28摄氏度左右。” 凯盛鞋业管理部副协理蔡
郁朗介绍，公司厂房设计环保而节能，是实实
在在的“绿能工厂”，可以极大节省运营成本。

走近一条条生产线， 记者闻不到传统鞋
厂刺鼻的胶水味， 只看到一块块鞋面从几台
密闭的自动化“大家伙”整齐有序地“吐”出
来。原来，这是企业新引进的龙门式裁断机，
生产效率可比传统裁断工艺提高两至三倍。

以科技“加持”来降成本，这是凯盛鞋业
近年不断尝试并努力的方向。

2011年入驻祁阳时，凯盛鞋业就吸引了
当地近4000劳动力。 随着订单不断增长，人
工成本增加， 凯盛鞋业面临着许多加工制造
业的共同困境———成本难降。

为了解决招工难，减少人工劳动强度，凯
盛鞋业不断引进自动化生产线， 在部分生产
流程中逐渐以机器人取代传统人力， 有效避
免了过去传统代工工厂“逐水草而居”的游牧
情况。

蔡郁朗透露，到明年底，企业将成立裁断
中心、喷胶中心、针车中心等3个自动化中心，

八成以上的裁剪部件将全部由自动化设备生
产。

效率高了，成本降了，产值增了。目前，凯
盛鞋业月产篮球鞋40万双、 足球鞋30万双、
拖鞋50.6万双，预计今年产值达9.24亿元，同
比增长约四成，可为当地创税7000万元。

“保姆式”服务优化发展环境

每天17时下班后，凯盛鞋业员工蒋美意
都会和小伙伴们到公司门口， 坐上早已专程
等候他们的公交专线回家。

“半个小时就到家了，只要1元钱车费。”
蒋美意说。

和蒋美意一起乘“专车”上下班的，还有
凯盛鞋业所在的祁阳工业园内百余家企业的
员工。

祁阳县副县长柏曼红介绍， 园区企业员
工大多为附近村镇农民。 此前没有公共交通
直达，不少员工选择在园区附近租房子住，这
给其生活增加了负担， 也造成了企业住房紧
张。

为更好地服务园区企业，帮助企业招工、
稳工，该县自2014年5月以来，相继开通了黎
家坪、三口塘、白水、八宝镇和大村甸镇5条乡

镇主线路至祁阳工业园区的专线包车， 接送
员工上下班。专车每天往返一次，不论远近，
单程只收1元车费，其余由政府和企业买单。

“我现在工作‘朝九晚五’很稳定，有公交
车到家门口接送，就像城市白领一样。”蒋美
意乐道。

员工留得住，企业才安心。凯盛鞋业管理
部副协理蔡郁朗来自台北，6年前来祁阳时，
对陌生的环境尚不适应。几年下来，蔡郁朗已
逐渐习惯当地政府“保姆式”的贴心服务。

2年前，凯盛鞋业陷入“用工荒”。祁阳县
想方设法为企业分忧， 一方面加大了就业培
训力度， 在祁阳县职业中专对口开办“短训
班”，为企业输送人才；另一方面，在集中安置
过程中，引导搬迁户与企业签订就业培训。目
前， 全县已有580多名搬迁群众与凯盛鞋业
签订就业协议。

“所有部门都是服务部门、所有岗位都是
服务岗位、所有公务员都是服务员”———这是
在祁阳县干部间流传的一句话。近年来，祁阳
县把优化发展环境作为提升祁阳发展“软实
力”的核心举措，在全县形成亲商安商的人文
环境、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开明诚信的政策
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宽松和谐的建设
环境，让投资者进得来、发展好、回报高。

“我希望一直在这里安居乐业。”看着冬日
的暖阳，蔡郁朗告诉记者。

一花引来百花开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2013年5月3日，时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杜家毫来凯盛鞋业调研。 当得知企业计划将生
产车间向周边乡镇延伸后，杜家毫十分高兴，要
求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为企业做好服务， 仔细谋
划好乡镇转移生产计划，延伸企业生产链，解决
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促进农民增收、
家庭和谐。

如今，杜家毫的期望正成为现实。在凯盛鞋
业这个龙头企业的带领下， 祁阳县积极引入配
套鞋材企业，诚信鞋材、景辉鞋材、协荣橡胶、合
信鞋材、卡洛驰鞋业、伟巨服装等相关企业纷纷
进入祁阳工业园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制
鞋业的总投资达7亿元， 提供就业岗位2万个。
湘南最大的制鞋生产基地在祁阳初具雏形。

一花引来百花开。近3年，祁阳县引进内、
外资项目共132个，协议资金238亿元；连续4年
被评为全省发展开放型经济先进县， 去年获得
全省外贸工作先进县， 经济发展总量和增幅在
永州市领先。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今朝湘企更好看⑨ 凯盛鞋业6年前落户永州市祁阳县，带动加快形成轻纺制鞋产业集群———

湘南“鞋都”在崛起

今年来，我省围绕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
点集群和重点项目，大力开展加工贸易“湘品出
境”工作，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化和向产业链
高端延伸， 我省加工贸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好
势头。

前11月 ， 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634.7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6%，高于全
国加贸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外贸平
均水平13.2个百分点， 增速居中部六省第一。
预计全省全年加工贸易进出口突破100亿美
元，同比增长50%以上。

前11月全省加工贸易
增速中部第一

■相关链接

彭艺

短短几年时间， 凯盛鞋业一跃成为祁阳县
的外贸“龙头”，由此带动祁阳形成完整的制鞋
产业链条，打造出一座湘南 “鞋都 ”。一家企业
带动一个产业的兴旺 ， 背后有企业自身的努
力，也少不了政府的助力 。这家企业从筹备进
驻到落地生根再到开花结果 ，祁阳县政府 “保
姆式”服务贯穿始终。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关键在于培育出一
批有强大牵引力的龙头企业。 毫不夸张地说，
杭州正因有了阿里巴巴及网易，才有机会赢得
“新一线城市”的美誉。没有龙头企业的脱颖而
出， 就不会孕育出构成产业链的众多中小企
业；没有众多中小企业 ，就没有创新的氛围和
前进的动力。因此 ，吸引一批实力强劲的龙头
企业进驻，服务一批“潜力股 ”企业发展壮大 ，
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法宝。

外来企业在融入当地的过程中， 必然会出
现暂时性“水土不服”的现象。帮助企业顺利度
过磨合期，是“服务型政府 ”的题中之义 。凯盛
鞋业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地政府的“保姆式”
服务功不可没。

政府“保姆式”服务
功不可没

■点评

� � � � 12月8日， 祁阳工业园区湖南凯盛鞋业有限公司产品展示区。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