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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故乡、建家乡
“浏商”有话说

在 2 月 13 日下午举行的浏阳市 2018 年 “引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新春招商恳谈会上，几位浏阳籍
在外企业家将作为代表发言。 以下选取了他们的发言
片断，听听他们的心声吧。

与家乡同呼吸、共命运
肖永初 深圳心诺智造医疗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
湖南浏阳商会常务副会长

家乡市委政府精心策划、组织的这次架桥连心共
发展的盛会，让我们在外的游子们备感温馨，更添喜
悦：温馨的是家乡依然惦记着我们，喜悦的是看到家
乡日新月异，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有，呈现出了一片
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

我计划在企业发展至合适的时候， 回家乡投资兴
业，与家乡同呼吸、共命运，齐向前，创新高。 作为商会
的一员，我更有责任和义务，团结广大浏阳老乡，为在
外浏阳老乡服务，为家乡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牵线搭
桥，积极引导、支持在外企业家回故乡、建家乡。 莫道
耕耘苦，喜看硕果来!

更加坚定回乡发展的信心
陈洪波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副总裁

离家虽远，走不出家乡关注游子的目光……近几
年来，家乡的各级领导从市到镇，从高新区到市招商
引资服务中心等各职能部门，不下 5 次去到嘉腾机器
人参观指导，欢叙乡情，这让我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
回乡发展的信心。

16 年在顺德艰苦创业的经历， 新工厂年产 1.5 万
台移动机器人的宏图，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在顺应新
时代、追求高品质成长的过程中，人才的至关重要，并
希望以此为家乡的招商与建设提一点参考建议：那就
是要全力吸引并留住优秀的人才。

此时不归，更待何时
宋志明 东莞市湖南浏阳商会会长、长原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

从 2013 年开始，我就有了回家创业的打算。 经过
多次回家考察洽谈，同时看到浏阳在交通、投资环境
等方面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终于促使我于 2016 年
底在位于浏阳镇头镇的浏阳市环保产业示范园购地
50 亩，于 2017 年动工开建。 第一期厂房已经如期建
成，在这两周我的第一批生产设备已经从东莞搬运回
浏阳工厂，计划在正月初九正式开工。

建设过程中，我得到了镇头镇政府领导和园区领
导的大力支持，仅仅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整
个建设周期。 我想，浏阳市环保科技示范园只是浏阳
市经济环境优化的一个缩影。 浏阳确实在最大限度促
进审批提速、办事提效、服务提质。 改革的红利、优质
的服务、商贸的活跃正是我们当初选择沿海城市的理
由，现在，我们的家乡———浏阳，已然具备了这些发展
要素，此时不归，更待何时！

我感受到了家乡的真情实意
张毅 浏阳市佛山棉纱行业商会会长、佛山万胜兴针
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浏阳人，对故土有着深深的
眷念。 这么多年，每当过年回家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
变化，心里时常就在想：等自己有条件的那一天，也一
定要把我的产业带回家乡，为家乡建设做一点自己微
小的贡献！

我回家乡投资的中南袜业电商产业园项目，从洽
谈到开建， 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刻画在我脑海里。
2016 年 11 月 19 日， 北盛镇政府专门组织人员赴佛
山商讨项目事宜。 2017 年 6 月 19 日，浏阳市政府召
开加快在谈重大招商项目进度调度会，把该项目列为
重点进行专题调度。 随后，副市长詹萍萍女士率领市
招商引资服务中心和北盛镇负责人前往广东进行项
目考察。 在项目签约仪式上，市领导更是表示，将该项
目建设成浏阳土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试
点项目，建设成北盛的示范项目。 项目的落地，使我深
切地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
的真情实意！ （王文隆 黎涛 任敏 整理）

新时代，浏阳交出新答卷，
实力再上新台阶

绩效考核， 是对一个地方全面工作的综
合考评， 也是对一个地方发展水平的集中检
阅。 此次浏阳又一次摘得长沙市绩效考核县
（区、市）组第一名的桂冠，说明各项工作再次
交出了满意答卷。

去年以来，浏阳强力推进“精准扶贫攻坚
战、深化改革攻坚战、大项目年攻坚战、安全
生产保卫战、生态环境保卫战”五大战役，在
全市上下掀起了新一轮大建设、大发展、大提
升热潮。

通过奋力拼搏，2017 年浏阳全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1365.1 亿元，同比增长 10.8%；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2 亿元， 同比增长
11%；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1073.1 亿元，同比增
长 17.1%; 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772.8 亿元，
同比增长 13%； 县域发展水平迈入全国第一
方阵。

当前的浏阳发展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高
地。 开放大格局愈加成型：对接长沙的无费快
速干道金阳大道全面推进， 金阳大道二期试
通车，促成渝长厦高铁经浏阳设站，启动了长
浏城际前期工作， 而蒙华铁路浏阳段建设也
进展顺利。 浏阳，正由高速时代加快迈向轨道
交通时代。

浏阳的产业体系越来越优。
“我们以国家级经开区、省级高新区、两

型产业园等为核心平台，着力建链、强链、延
链、补链，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跻身全省乃至全
国领先地位， 生物医药占据全省医药产业的
半壁江山， 智能制造成为中部地区先进制造
业的重要力量， 健康食品产业集群日益壮
大。 ”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黎春秋介
绍，近年来，一大批捷足先登的企业在浏阳迅
速崛起， 取得了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功，“比如
蓝思科技，落户至今短短的 10 年时间，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华丽蜕变，并走出了
中国女首富———周群飞女士。 ”

目前，浏阳的上市企业有 8 家，新三板挂
牌企业有 5 家。 前不久，浏阳的九典制药、宇
环数控两家企业同一天在证监会过会， 这在
全国县市一级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

（图片除署名外由浏阳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提供）

王文隆 黎涛 任敏

“相知无远近，乡音总关情。 无论您走到哪里，
家乡始终是您的港湾；无论您在哪里创业，家乡人
民始终为您点赞。 诚挚欢迎您常回家看看，共叙乡
情，共襄发展。 ”

2 月初，通过纸质信件、邀请函和电子信件的形
式，浏阳市委、市政府向在外拼搏的浏阳籍企业家
发出《致浏阳籍在外企业家的一封信》，广邀老乡回
故乡、建家乡。

信中恳切的言词，描绘的家乡新貌，深深打动
着游子。“在重庆收到来信和邀请函， 心情十分激

动。 ”重庆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
说。

50 多位在外发展的浏阳籍企业家纷纷回信，要
求参加新春招商恳谈会。 他们怀着浓浓故乡情，要
回这块风潮正起的热土看一看、听一听。 因为，归来
恰其时！

新时代，浏阳创出新环境，
发展呈现新态势

环境优则商聚，环境劣则商散。优良的营商环
境是吸引投资的“金字招牌”。这方面，浏阳下足了
功夫，收获了无数点赞。

去年,浏阳在全省率先实施“最多跑一次”改
革,公布 1012 项办事事项,基本实现企业和群众
办事“只进一张门、只上一张网、只拨一个号、最多
跑一次”。

浏阳高新区目前已有 32 项审批事项实现了
“最多跑一次”，包含商事登记、施工许可、不动产
登记、立项备案等；而通过开展“零距离”施工许可
服务活动，更是实现了重点项目施工许可“不出厂
区”。

“帮代办”服务、“企业保姆式服务”……在浏
阳各个园区蔚然成风。

“我们始终秉持企业为重、服务为上的理念，
持之以恒做深做实做细重企帮扶、 促企上市等工
作，安排所有市级领导分别联系重点项目和企业，
常态化深入一线面对面为企业搞好服务、 解决难
题。 ”浏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伟说。

除了政务环境， 浏阳的人居环境也是越来越
美。近年来，通过大力开展环境整治、造绿行动、文
明创建等活动，浏阳的城乡环境实现了美丽转型，
森林覆盖率达到 66%以上，常年空气质量优良率
98%以上，素有长株潭“绿肺”之称，是中国生态魅
力市、美丽中国典范城市、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县。

优良的发展环境， 为浏阳去年决战决胜大项
目年攻坚战创造了好条件。去年，全市铺排重点项
目 255 个,完成投资 415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112.2%。

全市致力招大引强, 引入项目质量也明显提
升，新引进项目 201 个,其中超 10 亿元项目 9 个,
过 50 亿元项目 4 个,100 亿元以上项目实现“零”
的突破。 特别是成功引进的日写 DITO 触摸传感
器、第六代 AMOLED 柔性面板、碳化硅等重大项
目,为浏阳跨越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从现在起，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努力打造极
富竞争力的强盛浏阳、极富开放性的活力浏阳、极
富宜居度的生态浏阳、极富获得感的幸福浏阳。 ”

2017 年 12 月 21 日，浏阳市委十二届五次全
体(扩大)会议描绘了一幅新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
浏阳的美好蓝图。

落户浏阳经开区的日写 DITO 触摸传感器项目为中外合资项目， 专注于手机等电子屏幕的 DITO 触摸传
感器、触摸屏产品生产制造。

2017 年 6 月 21 日 ， 蒙华铁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
程———连云山隧道正式贯通，比合同工期提前了 10 个月。

2017 年 10 月 13 日上午，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宇环数控，股票代码“002903”)登陆深交所中小板，成
为浏阳高新区首家在深圳主板上市的智能制造企业。

浏阳经开区欧智通智能终端产业园。 邓霞霖 摄

2017 年以来，浏
阳市项目建设捷报

频传 、高潮不断 ，汇聚
成推动经济社会加速前行
的澎湃动力。 彭红霞 摄

道吾山路
全线绿化工程完

工，形成上林、中空、
下花、 地草等变化有序

的绿化景观。 钟球 摄

———写在 2018年浏阳市“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新春招商恳谈会之际

起风潮 恰其时桑梓 来归

年味越来越重，喜气越来越浓。
近一个月来，浏阳接连喜庆亮相，为省内外聚焦：跻身全省“美丽

乡村建设先进县”、2017 年进出口总额迈上 17 亿美元台阶、“最多跑
一次”改革获新华社等央媒重点关注、达浒镇农民孔蒲中做客中南海
与李克强总理畅谈家庭农场……

2 月 11 日，硕果满枝、捷报频传的浏阳大地，鸡年岁末又捧回一个

荣誉：蝉联绩效考核县(市、区)组第一名。 这是浏阳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第六年获此殊荣。

一年一度，喜气传染。2 月 13 日，浏阳市 2018 年“引老乡、回故
乡、建家乡”新春招商恳谈会在浏阳河畔举行。 喜气就是年味。 过
年，就是召回令。 这片古老而又青春的土地，又迎回她为之骄傲的
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