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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里，当我们迎着温暖的阳光走进湘

潭岳塘经开区，重大项目遍地开花，建设现场热

火朝天。 宽敞笔直的马路车来车往，远近高低的

建筑错落有致，绿树环绕的厂房建设正酣，处处

让人感受到她蓬勃的生机和向上生长的力量。

2017 年，岳塘经开区一路顺势而为，踏歌而

行，各项经济指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个刚满 4

岁的省级园区，交出了一份“全年完成技工贸总收

入 253.6 亿元，同比增长 2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62 亿元，同比增长 16.3%；实现财税总收入 3.84

亿元，同比增长 20%”的优秀“答卷”。

这是一组令人振奋和具有说服力的数字。 这

一年，岳塘经开区以打造“湖南商贸第一区”为发

展方向，以“千亿园区、十亿税收、争创国家级”为

奋斗目标，撸起袖子加油干，砥砺奋进再出发，园

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企业服务等各项工作有

力推进，谱写了一曲奋斗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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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约 33.36 平方公里的岳塘经开区
处于全国交通大动脉京港澳高速、 沪昆高
速，以及武广高铁、沪昆高铁的交会处。 京
广、 湘黔铁路，107、320 国道贯穿其中，长
株潭城铁荷塘站抬头可见， 湘江千吨级码
头近在脚下。 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岳塘经开区确定了“商贸物流、总部经
济、会展经济、生态休闲等现代服务业为主
导产业”的发展方向，不断加快产业集聚步
伐，聚焦商贸物流项目谋发展。

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就是岳塘
经开区商贸物流产业的代表， 也是园区发
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这个以“湖南经典、中
部第一、国内一流、国际品牌”为发展定位
的省、市、区重点项目，旨在建设成为立足
长株潭、辐射中西部、面向全中国、连接海
内外的超大型综合性新一代商贸大市场集
群。 目前，一期一阶段建筑总量达 180 万
平方米的市场区全面建成封顶， 项目商铺
销售火爆，相继在湘潭、耒阳、长沙等地举
行的日用百货、 农副产品行业清盘定铺专
场营销活动吸引上万商户到访参与， 预计
将于今年 5 月 1 日正式运营。项目建成后，
将对湘潭市经济转型发展和全省商贸物流
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的建设只
是岳塘经开区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 在这
里，集聚了一大批投资大、带动性强的商贸
物流产业项目。 2017年园区新增注册企业
35家，注册企业总数达 181家，规模以上企
业达 20家。

以建设全省规模最大、 全国领先的现
代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和中部地区最具现
代化的国际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为目标的
金阳农产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 这个项目总体规划用地 1500 亩，总建
筑面积 120万平方米，总投资 35 亿元。 目
前，一期水果交易区已经建成投入运营，二
期启动建设， 项目销售区域覆盖湖南等中
西部省市 100余个地区， 水果日均交易量
达 5000吨，年交易量将超过 180万吨。 围
绕金阳农产品商贸城等核心龙头企业，岳
塘经开区还成功配套引进了绿叶水果等知
名优质企业。 绿叶水果线下直营门店已覆
盖整个长沙， 并以平均一周开三店的速度
辐射全国， 现在全国已发展 304 家直营门
店，是“湖南省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与此同时， 玮鸿冷链物流项目已建设
了 12 万吨的冷库及配套制冷控制机房，主
要用于猪肉、蔬菜、水果、水产等生鲜冷链产
品的储存。 步步高生鲜物流项目已建设了
建筑面积为 4.8万平方米的集蔬果、冷冻冷
藏、中央大厨房、加工、包装配送一体化的生
鲜物流中心，是步步高集团在中南地区进行
超市货品仓储、加工、配送的区域中心。正方
体医药物流项目建筑面积约 4 万平方米，
是一个以中医西药、医疗器械、健康产品为
主的医药仓储物流中心。 海龙物流是目前
全省最大的物流分销企业，在岳塘经开区主
要建设 12 万平方米的配送、 分销物流中
心，将成为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物流集散基
地。 湖南五江轻化集团拟投资建设的现代
仓储中心项目，将建设仓储设施 52 万平方
米，预计年货运吞吐量达到 300 万吨以上，
物流配送业务营业收入达 60亿元。

聚焦项目谋发展

经过 4 年多的发展， 已经有一大批投资
大、带动性强的商贸物流产业项目落户岳塘经
开区。 招商引资是园区发展的第一要务，如何
强化招商，增强园区发展后劲？ 岳塘经开区给
出的答案是：创新招商理念，以商贸物流大型
企业、上市公司为重点，本着节约、集约土地的
原则，整合资源，打出一套招商引资“组合拳”。

岳塘经开区坚持“走出去、请进来、融进
去”的开放合作思路，牢固树立深交老朋友、
广交新朋友的理念， 协助园区企业成功举办
了“金阳水果博览会”“2017·中国儿童全产
业链发展研讨会”“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趋势
高峰论坛” 等大型行业交流会。 积极参与
“2017 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谈周”“湖南·
湘潭动漫嘉年华暨首届旅游节” 等大型项目
推介会，全面推介岳塘经开区，大大提升了园
区的行业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

同时，岳塘经开区采取以商招商的方式，
围绕园区核心龙头企业进行上下游配套招
商，成功引进了大批优质知名企业。岳塘经开
区还采取小分队招商和驻点招商， 结合园区
产业定位及发展规划，深入长三角、珠三角、
环渤海等重点地区， 积极对接 500 强企业，
捕捉企业投资信息，开展项目前期洽谈，宣传
推介区域优势，为项目落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创造良好的招商“硬环境”，岳塘经
开区全面铺开园区路网建设， 配套功能逐步
完善。 沃土路、 昭山二十三号路一标实现通
车，板十六号路完成主道建设；商贸城配套路
网、 团竹路、 竹埠大道二期、 板十七号路、
X157 等加速推进，佳木路启动建设；工矿棚
户区一期、经开区安居房、河东第二污水处理
厂配套管网完成建设；工矿棚户区二期、红旗
渠水系（商贸城段）临时改造工程、荪湖塘公

园等启动建设……园区产业链条进一步延
伸，路网骨架进一步拉通。

“硬环境”夯实了园区的发展平台，“软环
境”更是引得“金凤凰”们频频点赞。岳塘经开
区为园区企业全面提供“全程式”“零距离”
“保姆式”帮办服务，为企业保驾护航，推动了
园区由“政策招商”向“服务招商”转变，岳塘
经开区迅速成为区域性“政策洼地”“投资宝
地”和“服务高地”。

在湘潭市、岳塘区两级政府的重视下，该
园区完善了招商引资相关制度和产业发展支
持政策，先后出台了《岳塘经济开发区加快现
代服务业发展的实施办法》《岳塘经开区招商
引资工作管理若干规定》等文件，既为投资者

创造了公平的投资环境， 也为园区招商引资
工作顺利开展、 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提供了有
力的机制保障。同时，园区狠抓项目落地和跟
踪服务，启动项目联点，成立了重点项目领导
小组，以“一个项目、一个领导、一套班子”的
要求， 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项目协调会、 调度
会，督促、指导、协调解决项目在推进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确保项目尽快落地、早日投产。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 该园区 2017 年全
年接待客商 100 余批次，组织小分队招商和
商务考察活动 14 次，新引进中国杜鹃花博物
馆、岳塘购电商产业谷、青山禅茶文化生态创
意田园综合体、 湖南通建国际物流园等 7 个
项目，协议引资达 75 亿元。

坐落在岳塘经开区范围内的竹埠港化
工区，大家对它并不陌生。半个多世纪前，竹
埠港化工区是湖南乃至全国最具活力的化
工生产片区， 在为区域经济贡献高额 GDP
的同时，也备受环境污染的困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要带血的
GDP”， 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岳塘经开区落地
生根。 2013 年 9 月，竹埠港被列入省政府湘
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一号重点工程”，同
年，岳塘经开区正式挂牌成立，竹埠港“退二
进三”铁腕治污就成了其分内之事。 市区两
级按照“市领导、区实施、市场化”的要求，开
启了竹埠港摘掉“污纱帽”的涅槃之旅，一年
后的 2014 年 9 月，28 家企业全部关闭退
出，雨污水和废水经过治理全面达标，也确
保了区域稳定，打造了“关得下、治得好、稳
得住、促发展”的基本模式。 这一成果，也为
全省湘江治理行动作出了表率。

如今的竹埠港，因“退二进三”企业关停
搬迁而变得异常安静。 然而，这种安静不是
让它死去，而是让它洗尽铅华，获得新生。阵
痛之后的竹埠港又开始热闹起来了。我们在
一家工厂的厂房看到，这里机器轰鸣，工人
正在紧张操作， 不过不是生产化工产品，而
是正在进行土壤修复作业———将当地重金
属污染土壤，按比例添加药剂和水，再进行
充分搅拌，经检测合格达标的土壤，应用于
道路路基等基料回填。

2017 年，竹埠港范围内 28 家化工企业
厂房基本拆除， 企业遗留危险废渣处置
EPC 项目、科源科技渗漏废水处置项目、重
金属污染土壤稳定化修复示范工程等完成
阶段性验收； 竹埠港工业遗址博物馆启动
建设，区域整体开发、医院、学校等项目也
在加快洽谈推进。 竹埠港新区建设着眼于
高端商务、高端商住，突出产业导入，打造
岳塘“新景观”、湘潭“新中心”、湘江“第一
岸”，彰显新区的创新之美、开放之美、宜居
之美、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魅力之美。 不
久的将来， 这里就将蜕变成一座宜居宜业
的滨江生态之城。

而离竹埠港不远处，坐落在岳塘经开区
范围内的国家 4A 级景区盘龙大观园同样
让人流连忘返。 这里被誉为“城市群中的休
闲胜境”，一张风景如画的“绿色名片”。在这
里， 你可以欣赏到价值连城的千年古桩杜
鹃，柔美婀娜的垂枝樱花，花瓣似菊、形如牡
丹的荷花，还有红枫、黑松、罗汉松、古樟等
名贵树木。 这里被称作珍稀植物的王国、野
生动物的天堂、天人合一的绿洲。

由湖南盘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20
亿元，历时近 10 年建成的盘龙大观园，规划
占地面积 1.2 万亩，目前已建成 5000 多亩。
盘龙大观园以自然山水为依托，以名花异树
为特色，以观光休闲游乐为主题，集好看、好
玩、好吃之大成，是老中青少年等广大游客
享受自然、享受生活的胜境。 2017 年，投资
达 5 亿元、占地 400 亩的中国杜鹃花博物馆
项目启动建设，将为岳塘经开区再添一景。

回望过去，成绩斐然；展望未来，信心十
足。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岳塘经开区
将以打造“湖南商贸第一区”为目标，大力开
展“产业建设攻坚年、招商引资突破年、园区
发展提质年、能力作风建设年”四大主题活
动，全面加快产业集聚发展步伐，强力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 快速开展竹埠港新区建设，
深入推动经开区商贸物流区、 旅游休闲区、
竹埠港新区“三区”协同发展，努力争创国家
级物流示范园区。 力争 2018 年实现技工贸
总收入增长 2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5%，
财税收入增长 20%， 确保 2018 年年底，竹
埠港治理项目基本完成， 产业体系基本构
成，路网结构基本建成，配套格局基本形成。

（本版图片均由湘潭岳塘经济开发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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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阳农产品商贸物流中心

步步高生鲜物流中心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十四
（2018）

岳塘经开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