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版式编辑 冉 明

06

抢
抓
机
遇
谋
发
展

扬
帆
远
航
在
今
朝

蒋睿 刘思玲 谢岳峰 陈绢 刘雄

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历来是共生交
融、协同演进的两大元素。

步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湘潭市雨
湖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完
善综合配套体系，充分发挥区位、资源和
产业优势，把新型工业做强、现代农业做
优、现代服务业做旺，经济发展不断提速。

这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2017 年，
全区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9.0%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5%，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1.0%，实现
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 7.0%， 税收占比达
88.5%，净增千万税源企业 3 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 2017 年 11
月 22 日，湘潭市人民政府、雨湖区人民政
府与华夏幸福股份有限公司在郴州市体
育中心正式签署雨湖产业新城 PPP 项目
合作协议。 这是湖南省首个由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开发建设运营的产业新
城。 “千年雨湖”正在演奏一首产业因城而
强、城市以产而兴的协奏曲。

雨湖区委书记王永红表示，产业新城建
设开启了雨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征程，雨湖
区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部署的
大政方针、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以更加昂
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坚决贯彻落实
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凝心聚力
抓好发展第一要务，致力将产业新城打造成
“高端产业集群、品质配套完善、宜业宜居宜
游”的园区新标杆、新典范，为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雨湖而努力奋斗。

雨湖区委副书记、 区长白云峰说，雨
湖产业新城 PPP 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大力推进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 雨湖区政府一
定尽全力对接和服务该项目，与华夏幸福
基业有限公司共同完成资金引入，委托区
域的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额建
设与维护以及其他与委托区域开发建设
等相关工作， 重点打造智能制造装备、新
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三大产业集群，将该
项目打造成为“配套完善、环境优美、宜居
宜业”的产业新城。

产业兴，则经济强，抓好产业是打基础、
稳增长、增后劲、利长远的头等大事。 近年来，
雨湖区聚焦转型升级，产业实力持续提升。

2017 年 11 月 22 日，华夏幸福基业有限
公司在湖南布局的首个产业新城项目———雨
湖产业新城 PPP 项目成功签约，第一批项目
即将奠基，产业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在雨湖广袤的田野上，处处是一片生机勃
勃的景象，一项项产业规划振奋人心，一个个农
业项目加速推进， 一座座生态农庄焕发新颜
…… 雨湖区大力实施现代农业提升工程，重点
推进 2.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基本完成农村
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耕地流转率达 55%。
成功申报农业部园艺作物数字农业建设试点
县。全力打造姜畲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有序实
施袁隆平“三一粮食高产工程”展示区、引涟济

潭等重点项目。 完成农业产业化总产值 120亿
元，实现劳务经济收入 18.7亿元。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人们的需求愈加多
样化、个性化，产业分工也愈加细化、专业化，
对雨湖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出了需求、 创造
了条件。“一区两带三商圈”商贸格局日渐成
熟，义乌小商品城、中南农机市场、金都大市
场、太阳城等提档升级，提质改造农贸市场 10
个。 千里湘江第一湾雏形初现，“点亮万楼”大
型灯光艺术秀反响强烈。 河西滨江风光带城
区段基本拉通， 窑湾文化旅游街区一期即将
开街。 万楼景区、九华湖景区、齐白石纪念馆
成功创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仙女山旅游景
区完成总体规划和修规编制， 全域旅游发展
路线正在打通， 雨湖的现代服务业正焕发出
勃勃生机。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三
（2018）

城市化与产业化相伴相生，城市强盛
依托产业发展， 产业繁兴反哺城市发展，
在扬帆起航的新时代，2018 年雨湖区政府
将倾力谱写产业兴区的新华章。

2018 年， 雨湖区将始终坚持发展为
要，不断调结构、优布局，加速一二三产业
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力建设园区，推
动整体开发，引进产业链条，打造规模集
聚、活力迸发的产业新城。 大力发展总部
经济、文化旅游等产业，促进现代服务业
向高端化、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大力发展
生态种养、休闲观光等新型业态，打造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都市农业品牌。

创新是源，开放为渠。2017 年“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落地生根，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产业攻坚、项目储备、精准招商、
财源涵养、城市功能完善、产学研合作等
重大问题，全力谋求突破，全方位激活思
维，开展全社会思想观念和发展精神大讨
论、大革新，培育创新理念和开放思维，大
力培育高新企业，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
服务宣传推介力度，创新开放的新时局让
产业兴区永葆生命活力。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智力强军，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和第一资源。 雨湖区
政府注重人才软实力， 健全人才培养、使
用、评价、奖励等制度。 加大招才引智力
度，引进、合作一批专技人员和团队，建立
覆盖全区的人才库， 打造高端人才储备

库，分领域遴选首席专家，为产业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 提升育才水平，加强企业家、
高技能人才、农业实用型人才培养，充分
依托区内深厚的人文资源和丰富的高校
资源，培养紧缺技能人才、特色产业骨干
人才 100 名。 搭建发展平台，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探索建立产学研共育共享
人才机制，完善合作跟踪服务和政策激励
制度，畅通企业与高校定向人才培养对接
渠道。 鼓励创新创业，打造 2 个省级、3 个
市级、5 个区级标准化就业创业园和孵化
基地，形成全社会识才爱才重才用才的良
好氛围，形成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的

“人才磁场”。
稳准“开枪”，力求百中。 该区精准谋

划重点项目，紧盯国家和省、市产业发展
政策和投资方向，重点围绕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的 7 大板块 21 个专项，定向储备、
精准申报、跟踪对接一批项目，力争更多
项目进入国省市项目笼子。 2018 年，重点
推进雨湖产业新城、 千里湘江第一湾、军
民融合产业园、万楼新城、姜畲现代农业
综合示范园等平台项目，裕能新能源电池
材料生产线、固可得生产基地、先锋豆制
品生产加工基地、姜畲中小微企业园等产
业项目，北二环城中村改造、盛家山棚户
区改造、湘潭技师学院扩建、湘潭大学综
合实验楼、晨辉怡居长者优护中心等民生
项目。

招商引资，强劲发力。 瞄准产业中高
端环节，积极引进投资强度大、产业链条
长、经济效益好、带动作用强的内外资大
项目。 搭建招商平台，引导湘潭籍企业家、
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利用院校、企业
招商信息资源，充分发挥商会的桥梁纽带
作用，结合港洽会、沪洽会等重要活动平
台，积极开展定向招商、专场招商、小分队
招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落户。 加强
异地企业合作洽谈，做强做大本地集团的
总部经济。 充分发挥大河西棚改公司等市
区平台公司的作用，创新融资模式，拓宽
融资渠道，加大引资融资力度。

回首过去，成绩斐然。 展望未来，信心
十足。 2018 新年伊始，雨湖迎来了更加快
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该区干部群众正在具
有自身特色的转型发展道路上， 大胆尝
试、阔步前行，奋力开创雨湖产业发展新
征程。

青山如黛，河畅水清；高楼林立，公园
清幽……走进雨湖，你会惊喜地发现这座
千年老城的现代感轮廓越来越清晰。 漫步
在城区的大街小巷或驱车行驶在宽敞的
公路上， 市民们无不感叹生活越来越幸
福。

2017 年，湘潭市成功入围全国文明城
市。 作为湘潭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主战
场，雨湖在城市建设、路网结构打造、人居
环境改善等等工作取得了卓越成效，城乡
面貌华丽蝶变。

过去一年里， 九华大道无缝对接长
沙，羊牯大道、莲城大道、宝庆路、人民路、
广云东路、韶山东路等全面提质，熙春北
路、文星门路西段、万楼东路建成通车，沿
江路莲城大桥至望衡亭段即将全线贯通，
杨梅洲大桥、 西二环、 新马路加快建设

……四通八达的路网连成了雨湖开放崛
起的康庄大道，也是人民群众便捷畅通的
致富路、幸福路。

此外，全面完成韶山路、建设北路“三
化两拆两改”工程，提质改造老旧小区 81
个，修缮改造老楼危楼 1000 户，新建社区
公园 6 个，完成棚户区改造 6765 户。 还创
新推出街巷长制， 同步推行“五项治理”

“六乱” 整治， 拆除违法建筑 45.5 万平方
米，雨湖区城区面貌焕然一新。

时下虽已进入寒冬，但雨湖区各个重
点项目建设现场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
工场景：塔吊高耸、机声隆隆，一台台大型
挖掘机正在忙碌，一辆辆工程汽车来回穿
梭，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串起了雨湖重
点项目建设的壮美画卷。 2017 年，雨湖区
实施重点建设项目 156 个，1－11 月完成

投资 247.9 亿元， 开工建设 117 个， 竣工
51 个。 征地拆迁再次提速，完成考核项目
35 个，实现征地 1166 亩。

良好的项目建设氛围，优越的发展环
境，吸引着众多客商纷至沓来，招商引资
成效显著。 雨湖区立足招大引强，积极与
广东光正教育、深圳正威集团、中国恒大
等大集团大企业对接洽谈，成功引进华夏
幸福基业、固可得建筑科技，仙女山旅游
景区开发签订正式商务合同，神州天立教
育集团即将落户； 融资瓶颈有力打破，大
河西棚改公司融资 123 亿元，开展 AA 主
体信用评级，成立了大河西置业全资子公
司，融资功能不断增强。 区城乡投达成意
向融资 5.06 亿元，到位 2.09 亿元，大力推
进公司改组更名和资产注入，平台公司运
作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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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布局、强规划 科学发展氛围更加浓厚优布局、强规划 科学发展氛围更加浓厚

抓城建、提档次 打造“城市中心”“商贸枢纽”抓城建、提档次 打造“城市中心”“商贸枢纽”

招项目、优服务 成为客商投资创业热土招项目、优服务 成为客商投资创业热土

西大门大变样（砂子岭） 方阳 摄

锰矿地质公园。 罗幍 摄

河西滨江风光带 方阳 摄

雨湖产业新城意向图 图片由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