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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1

（一） 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

项目简介： 智能终端产业园总投
约116亿元， 其中基建投资约66亿
元， 落户企业固投50亿元， 规划用地
1500亩， 分三期建设。 园区与深圳
智能终端产业联盟签订合同， 并约定
在3年时间内实现入驻企业50家以
上、 固定资产总投入50亿元以上、 产
值500亿元以上、 100万平方米标准
厂房全部租赁 （购买） 的目标任务。

主要引入智能终端产业， 包括但
不仅限于智能手机、 智能家电、 智能
家居、 智能车载、 智能穿戴、 智能安
防、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 目前， 10
栋标准厂房和1栋电商综合大楼已全
部启动建设， 其中7栋已经封顶， 正
在进行装饰装修。

（二） 楚天科技智能医疗装备产
业园

项目简介： 楚天科技是全球医药
装备行业领军企业之一， 2014年成
功登陆深交所， 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和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研发平
台， 产品远销亚洲、 欧洲、 南美洲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7年， 楚天
科技预计实现产值50亿元。

楚天科技智能医疗装备产业园项
目总投资55亿元， 规划用地1370亩，
分三期建设， 是湖南省2017年首批
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将建设全智能化
高端生物医药机器人生产基地， 建设
智能医疗机器人产业园， 以及综合智
能机器人生产基地和国内顶尖医疗机
器人研发中心， 量产医疗和医药机器
人、 食品和药品包装机器人、 物流运
送机器人等。 项目全部达产后， 预计
可实现年产值200亿元、 税收约30亿
元。

� � � � 解读： 进一步完善长沙西线工业走廊发
展规划， 加快满园扩园， 确保规划区内新增
项目均为优质工业项目。 深化园区体制改革，
有序推动园区布局整合。 支持园区加大供水、
供电、 蒸汽、 燃气、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配
套投入； 加快推进园区公共检测、 科技成果
转化、 装备共享等服务平台建设； 支持园区
设立产业发展基金， 以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
支持企业发展； 强化园区工业用地保障， 开
展“二次招商”， 盘活存量资源， 实现“腾笼
换鸟”。 宁乡经开区要进一步发挥国家级平台
优势， 聚焦智能家电、 新材料和食品饮料
“两主一特” 产业， 新引进产业项目50个以
上， 争创国家绿色园区。 宁乡高新区要进一
步发挥创新创业高地优势， 以先进装备制造
为主导、 以先进储能材料为特色， 新引进产
业项目40个以上， 争创国家级高新区。 金玉
工业集中区要进一步放大省级“飞地” 园区
试点优势， 争创省级工业集中区。 夏铎铺、
煤炭坝、 双凫铺、 大成桥、 历经铺等工业小
区要立足自身优势， 围绕提质增效， 加快机
械、 门业、 鞋服等特色产业发展。

解读： 深入贯彻省、 市新兴及优势产业
链实施计划， 出台 《宁乡市工业新兴及优势
产业链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围绕建链目标，
突出打造“5+1” 优势产业链， 完善“一办三
组” 工作机制， 制定科学规划， 成立产业专
班， 明晰招商目录， 组建产业联盟。 大力开
展“产业项目建设年” 主题活动， 突出抓好
产业项目“五个十大” 建设行动， 推动格力
智能装备、 合纵科技等项目开工建设， 中伟
新能源、 邦普动力等项目竣工投产， 康程护
理、 族兴新材等企业扩能扩产， 忘不了、 圣
得西、 长宁炭素等企业提质提效， 新增投产

（扩产） 工业项目100个以上。 围绕强链目标，
大力推进“质量兴市、 品牌强市” 战略， 加
强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和保护， 争创“中国
驰名商标” 1件、 “湖南名牌” 5件和“市长
质量奖” 1件。 全面落实“人才新政22条”，
深入推进企业招才引智行动， 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 工匠精神、 企业家精神， 打造创新创
业人才高地。 充分发挥宁乡智能制造研究分
院等创新平台的技术资源优势， 积极为企业
提供协同共享、 研发创新等专业服务， 加快
科研成果转化， 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50家。 围绕补链目标， 紧盯世界
500强、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以及行业前100
强企业， 采取产业专班招商、 驻点招商、 委
托招商、 以商招商等方式， 引进一批关键性、
龙头型、 基地型大项目好项目。 围绕延链目
标， 支持食品产业向种养业、 餐饮业延伸，
先进制造向智能“智造” 延伸， 储能材料向
新能源汽车产业延伸， 力争形成全产业链高
效发展的新格局。

解读： 环境就是生产力， 要像爱护自己
的眼睛一样来爱护工业企业。 深化“赋权强
园、 以园兴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按照
“3550” 审批时限要求， 发挥企业服务中心
全程代办职能， 确保工业项目行政审批“放
得下、 接得住 、 有实效”。 深入落实长沙
“工业30条”， 加大企业装备升级、 设备抵押
融资支持力度， 为工业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
服务。 全面落实收费清单制度， 健全营商环
境评价体系， 引导商会协会加强自身建设，
着力构建“亲” “清” 新型政商关系。 细化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
件， 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 新增商事主体
1万户。

项目为要

周云武 李曼斯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
要务” ……“发展” 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排名
第一的高频词汇共出现232次。

发展， 是一个地方的主旋律， 而项目建
设是发展的“生命线”。

回眸2017， 宁乡大地上， 一个个重大项
目拔地而起。 宁乡市委、 市政府坚持“突出
发展第一要务”， 奋力推进项目建设， 继往开
来、 开拓创新， 谱写了项目建设新辉煌， 开
创了宁乡发展新局面！

（一） 中伟新能源 （中国） 总
部产业基地

项目简介 ： 中伟集团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和国内新能源材料领先
企业， 合作客户涵盖苹果、 三星、
通用、 雷诺、 比亚迪、 杉杉科技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 中伟新能源 （中
国） 总部产业基地， 将采用当前国
际领先技术， 建设无氨工艺的锂电
池正极材料生产线， 全力支撑中伟
集团打造全球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
进的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供应商。

中伟新能源 （中国） 总部产业
基地项目总投资52亿元， 规划用地
720亩， 主要研发、 生产和销售适用
于3C、 动力汽车、 储能和循环使用
等领域新能源锂电池材料。 作为宁
乡乃至长沙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建
设和发展的重点项目， 项目全部达
产后， 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00亿元、
利税20亿元。

（二） 邦普动电循环科技园项目

项目简介 ：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
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废旧锂
电池回收处理和高端电池材料生产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通过独特
的“定向循环” 核心技术， 使废旧
电池还原成了高端的电池正极材料。

目前邦普公司年处理废旧电池
总量超过2万吨、 年生产三元前驱体
1.3万吨， 总收率超过98.58%， 回收
处理规模和资源循环产能已跃居亚
洲首位。 邦普动电循环科技园项目，
总投资达30亿元， 占地500亩。 项
目于 2017年 6月开工， 预计一期
2018年 6月全部建成投产， 二期
2019年建成投产。 全面达产后可年
处理废旧电池10万吨， 年产三元前
驱体3.6万吨， 预计新增年产值40亿
元以上， 年税收2亿元以上。

（三） 沃特玛新能源项目

项目简介 ： 沃特玛电池有限公
司是国内最早成功研发磷酸铁锂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汽车启动电源、
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并率先实现规模
化生产和批量应用的磷酸铁锂电池
企业之一。

沃特玛项目投资30亿元， 用地
160亩， 在宁乡高新区建设3GWh锂
离子动力电池电芯生产线、 电池组
装线、 锂电材料研究院及电动汽车
组装项目， 厂房建筑面积超20万平
方米， 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超过60
亿元。 二期建设PACK厂房及锂电
研究院等， 目前已竣工， 正在进行
装修。 沃特玛项目再次刷新当年签
约、 当年竣工、 当年投产的“高新
速度”。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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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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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粮食集团宁乡食品产业园
及食品城一期

项目简介： 湖南粮食集团是经湖
南省政府批准， 由湖南省粮食局和长
沙市人民政府合作， 整合优势资源成
立的国有大型综合性粮食企业。 集团
现有总资产近100亿元， 旗下有金健
米业、 金霞粮食和裕湘食品3个农业产
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金健”

“金霞” 和“裕湘” 3个中国驰名商标。
湖南粮食集团宁乡食品产业园项

目总投资50亿元， 总用地面积1500
亩， 努力打造湖南粮食深加工及主食
产业化重要基地。 项目包括一期宁乡
粮油食品深加工基地项目和二期潇湘
食品文化产业城项目。

产业项目建设年，
宁乡怎么做？

� � � �实体经济是强市之本、 发展之基。 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要打造以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引领区为目标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大力
推进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 2017年9月， 省委召开全省产业发
展现场推进会，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强调： “研究
产业、 培育产业、 壮大产业是我们这一代湖南人的历史责任。” 此
次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更是将2018年定为产业项目建设年。

在如此关键的时期， 刚刚实现从“县” 到“市” 跨越的宁乡会
怎么做？

关键词 提升园区承载力

关键词 优化营商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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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 一片繁忙景象。
② 投资50亿元的湖南粮食集团宁乡食品产业园初具雏形。
③
④

正在建设的邦普动电循环科技园。
楚天科技正致力于成为世界医药装备行业领军企业。

（本版图片均由宁乡市项目办提供）

———宁乡开启发展新征程

关键词 建设优势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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