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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天易经开区，一股涌
动的发展活力便扑面而来：海
棠路综合整治等提质改造项
目快步推进，城区面貌焕然一
新；滨江风光带等一系列路网
建设，构建起四通八达的园区
骨架；食品医药、智能制造、科
技创新和新材料等产业项目
亮点纷呈、量质齐升，园区特
色经济持续发展壮大。

一组数据令人欢欣鼓舞：
天易经开区全年完成技工贸
总收入 800 亿元， 增长 23%；
完成工业总产值 527 亿元，增
长 20%；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
452.4 亿元，增长 20%；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 210 亿元，增长
25%；完成财税总收入 21.89
亿元，同比增长 38.57%。

2017 年， 天易经开区围
绕创建千亿园区和国家级经
开区的“双创”目标，以加快发
展为核心， 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以项目建设为支撑，狠抓
“招商一号工程”“产业发展工
程”“能力提升工程” 三大工
程， 保持园区良好的发展势
头 。 工 商 企 业 注 册 总 数 达
2600 家， 园区获批省双创示
范基地，湘潭县获评“全国投
资潜力百强县”，向湘潭市委、
市政府和人民群众交出了一
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满意答卷。

就经济园区开发建设而言，在经济运行
的诸多环节中，有两个环节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 一是通过更有效的招商引资方法，聚合
起更好更大的资产。二是采取更加有效的举
措，使资产转化成大幅增值的资本。

天易经开区的领导班子深谙此理。 去
年，该园区全面实施招商一号工程，创新和
完善招商模式，工业招商成效凸显；全年新
引进招商引资项目 50 个， 合同引资 240.1
亿元，全年引进项目数量翻一番，引进资金
翻两番，其中过亿元项目 25 个，过 10 亿元
项目 4 个（含过 20 亿元项目 3 个），实现到
位资金 45亿元；包括总投资 30 亿元的佳海
食品医药产业园、 总投资 80 亿元的晖龙大
数据、 总投资 16 亿元的新能源环卫车整车
生产基地等一批体量大、品质优的项目相继
落户。

突出扶优扶强，园区全面实施产业发展
工程，深入开展产业推进年活动，高效编制
“3+1”（食品医药、智能制造、新材料和科技
创新）产业发展规划，为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举旗定向；市、县人民政府出台支持槟榔产
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为县域特色产业的发展
壮大创造条件；新增规模企业 10 家，规模企
业总数达到 123 家； 主导产业稳健发展，全
年智能装备制造、食品医药、新材料产业分
别完成规模产值 175.2 亿元、158.8 亿元、
101 亿元， 分别增长 17.7%、26.1%、17%，三

大产业规模产值占全区的 95%以上；食品医
药龙头企业五洲通全年完成税收 5500 万
元，实现成倍增长；傲农生物、新向维包装获
评省小巨人企业。

为推进企业突破发展资金瓶颈，园区创
新融资模式，全方位融集建设资金，为历年
最高；成功打造了 AA级公司；2个总投资近
20亿元的 PPP 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其中天
易示范区物流园市政工程项目加快建设，第
二污水处理厂一期建成试运行。

项目建设刷新“天易”速度。 2017年，园
区相继启动了滨江风光带（银杏北路至玉兰
路、玉兰路至涓水一桥）、海棠路综合整治等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 ADM、皇爷食品、动力
配件产业园二期等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千里
码数据、长乐建材、凯依克物流、北汽大世等
8 个产业项目建成投产；水竹学校、子敬学
校、凤凰西路提质改造、云龙东路（芙蓉大道
- 紫竹南路）、城区道路白改黑提质等 15 个
项目建成投运；柏屹自主创新园一期已全部
交付使用，已入园企业 28 家；宏信创新产业
园二期完成主体建设， 项目累计入园企业
32家。

突出创新创业，政务服务有新高度。 出
台并实施县委 1 号文件（《关于支持湘潭天
易示范区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试行〉》），理顺
了规划、国土、综合执法、征拆信访等体制机
制，剥离社会事务，进一步为经开区的发展

“减负、放权”；成立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出台
《关于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创业的实施意
见》，积极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加强产
学研合作，源远海泡石与湘潭大学共建国内
首个海泡石研究院；推进千人智库引才引智
计划，加快天易科技创业园建设，打造科技
创新创业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宏信创新产
业园获批省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海泡
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批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海泡石新材料创新创业团队入围
2017 年湖南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支持
计划。

在韶力电气，有党建远程教育、支部活
动室；有民兵预备役连装备，有图书室，工会
活动室等。 他们把党建与工建、团建及民兵
建设融合一体，凝心聚力，促进企业稳步发
展。

在嘉逸环保，作为一家国有制企业改制
转型的企业，公司总共只有 21个员工，却有
11个党员，党员人数过半。“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活动形成了制度和常态，知行合一谋发
展。

在伍子醉，倡导成立了“湖南伍子醉食
品有限公司爱心基金会”。 先后募集爱心捐

款 500 多万元，为 1200 多名员工解决了家
庭的特殊困难……

这些只是天易经开区大力推进非公党
建工作的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天易经开区坚持把党建与生
产经营相结合，与聚才育才相结合，与党群
活动相结合，着力服务企业发展，服务职工
成长，服务社会效益。

面对新形势、新常态，园区主动适应、积
极应对，在服务发展、服务企业中发挥了独
特作用。 以“党建 +招商、党建 +精准帮扶、
党建 + 项目建设、党建 + 转型升级、党建 +

创新”等活动载体指导非公党组织开展品牌
创建。 借助“互联网 + 党建”平台，开展党员
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活动和党员献计献
策、劳动竞赛、科技攻关等主题活动，推广党
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结对帮扶、党员
志愿服务者等做法，确保非公企业党组织和
党员作用发挥。

非公有制企业作为推动园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中坚力量，面临着加快发展、升级转
型的艰巨任务和重大责任。 着眼于此，天易
经开区在非公经济党组织全覆盖的良好基
础上，推动成立了全市首家非公有制企业纪
委。这是天易经开区党工委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实践，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 向纵深发展的重大举措，也
是创新方式务实推动非公经济健康快速发
展的一项有力举措。

今后，天易经开区非公纪委将树立“抓
纪检促党建，抓党建促发展”的思路，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 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
充分尊重非公企业的主体地位， 以支持、保
护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作为纪检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把纪检工作融合到企业生产
经营管理之中， 积极推动企业强化管理、开
拓市场、革新技术、节能减耗等工作开展；推
动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水平，努力
创出品牌和信誉、争出效益和质量，促进企
业科学发展，促进企业为园区和县域经济发
展多作贡献。

牵住经济建设“牛鼻子”
园区发展硕果累累

党建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
非公党建亮点频频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迈进新时代、 开启
新征程、夺取新胜利的宏伟蓝图。 锐意进取
的天易人将始终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贯彻落实省市产业园区会议精神，抓
住项目建设这条主线， 紧扣创建千亿园区
和国家级经开区两个目标，深入实施“招商
一号工程”“产业发展工程”“能力提升工
程”三大工程，全力推进信息化、制度化、标
准化三项建设，大力弘扬勤于思考、敢于担
当、善于作为、乐于奉献的四种精神，深化
管理体制机制、 投融资模式、 招商引资模
式、服务项目企业机制、监督管理机制、科
技创新和招才引智机制、 园区党建工作模
式等八项改革创新，全面打造效力天易、活
力天易、魅力天易、实力天易。

———实施三大工程。 深入开展“招商引
资突击年” “产业升级年”“能力提升巩固
年”活动。 突出招大引优，围绕 500强、上市
公司、行业龙头等着力引进实力强、带动作
用明显的项目， 特别是开拓型企业和外向
型企业；重点推进湘江湾城市综合体、防腐
保温产业园、海泡石产业园、晖龙大数据、
新能源环卫整车生产基地等重大项目落地
建设。 完善创新创业体系，推进引才引智计
划， 打造科技创新创业和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 推进园区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
水平迈上新台阶。 做大槟榔、湘莲、海泡石
和防腐保温四大特色产业， 推进产业规模
化、高端化、效益化发展，打造“中国槟榔文
化名城”“中国湘莲之乡”“中国海泡石之
都”。 围绕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策划开展招商竞赛、项目竞赛、创先争
优等主题活动，把学习与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产业培育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提
升干部职工的服务效能。

———推进信息化、 制度化、 标准化建
设。 积极引进大数据、互联网 +、物联网企
业，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建立集政务、商
务、 园区企业信息化等服务平台及项目建
设监管平台等为一体的园区信息综合服务
系统，以信息化助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管
理提质增效，提升园区整体竞争力；完善项
目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规划、国土、建设、
财政等方面的权力运行， 以制度保障项目
建设管理的规范有序；完善招商评价标准，
建立健全项目企业准入和退出机制， 建设
标准化的生态、绿色、低碳、环保的两型标
准园区。 建立健全服务流程体系，进一步提
升机关内部服务水平和对外服务水平，推
行标准化服务模式，打造服务型机关。

———深化改革创新。 深化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 平稳推进经开区机构改革，健全人
才引进机制，优化考核评价机制。 创新投资
融资模式。 加快建投公司等平台公司市场
化运作，推广企业债、公司债、ＰＰＮ、中票
等融资模式； 加大财政资金对产业的扶持
引导， 重点扶持园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补链强链、聚集发展，培育地域优势产业；
创新招商引资模式，突出以商招商，深入推
进“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创新服
务项目企业机制， 搭建项目服务平台（中
心）、企业服务平台，为企业入驻、建设、生
产、运营提供全方位服务；创新土地管理模
式，促进土地利用方式转变，推进工业用地
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湘潭天易经开区新貌

湖南珠江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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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风光带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十
（2018）

（本版图片由天易经开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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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笔绘就园区发展“新蓝图”
乘势而上信心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