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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初，娄底经开区污水处理及管网
工程投入运行， 困扰企业的污水排放问
题得以彻底解决。 娄底经开区坚持既重
生产转型，又重生态和谐，做到经济发展
与民生共进，努力打造娄底“后花园”。

今年以来， 娄底经开区不遗余力开
展生态环境防整治工程， 努力打造绿色
园区。 推进餐饮业油烟、固体垃圾、企业
废气排放、入河排污口环境治理等工作，
严格危险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及生
活垃圾、 医疗废物处理， 实现常态化监
管；实施重点监管企业环保整治，全区 10
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已全部淘汰， 所有
采砂场整治关闭，10 余家有危废产生的
企业得到控制；强化环保配套设施建设，
实施涟水河污水直排改造工程， 推进园

区大气污染治理等项目， 引导企业改进
生产工艺、上马环保设备、升级环保管理
机制，“散、乱、污”企业得到全面整治或
关停。

民之所盼，施政所向。 推进“三生三
宜”，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补齐拉长社会事业方面的短板，解决
生活质量不高、配套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娄底经开区加速提升教育质量，年
内将完成开发区一中的续建工作， 加强
师资力量建设，推进课程改革，为园区孩
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务； 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 完善医共体建设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让企业员工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
务；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城乡居民医

疗、养老保险扩面提标，加大大病保险和
五保统筹力度，让广大群众困有所帮、孤
有所救。

同时，依托娄底城市修规契机，通过
“多规合一”，逐步配齐科技教育、医疗文
体、 餐饮购物、 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设
施。 加大江龙滩东部新区开发和第二工
业园的配套设施建设，均衡发展工业、生
产性服务业、基础设施和商贸住宅，争取
一次性建成“产城融合”体，形成工业区、
商贸区、 生活区和旅游区共生共荣的和
谐局面。

从不毛之地到全市新型工业化的主
战场、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娄底经开区
演绎了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的发展传奇。

杨新兵 王景林 成军 周俊 马翔 刘芾

11 月 28 日， 走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娄底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一排排标准化厂房次第排列，一辆辆满载原材料和成品的货车来
回忙碌，车间内机器轰鸣，园区内绿意盎然。园区企业开足马力，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好一幅产业发展的“秋收图”。

“按照创新引领、开放崛起要求，我们立足‘三生三宜’总体战略，以
项目建设为重点，全力发展主导产业，在产业培育、招商引资、产城融
合、环境优化上求突破，实现了园区的高质量发展。 ”看着兴旺的产业势

头，娄底经开区党委书记陈奉文精神抖擞，“乘着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东
风，我们正努力打造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建设宜业、宜居、宜游的经济
强区和滨水新城。 ”

经开区党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康艳华拿出一张经济 “答卷”：
1-10 月 ，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1.2％ ； 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21.3%；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同比增长 20.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8.2％。 娄底经开区已驶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华安钢宝利娄底公司二期落料线正式
开机！ ”7 月 31 日，在娄底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荐国的见证下， 华安钢宝利高
新汽车板加工（娄底）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第一
块新型汽车板正式下线。

精品钢材及高端汽车板深加工是经开区
三大主导产业之一， 该项目使用目前全球最
先进的异形落料生产线。至此，娄底拥有了汽
车钢板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全产业链条。

如何引领产业提档升级，把产业做大、链
条做长、产品做精？ 今年 3 月，经开区党委经
济工作会议定下全链发展“3+1”产业集群目
标。

培育“千亿级”薄板深加工产业集群———
发展高端汽车板深加工、电工电器、建筑装饰
型材产品，全力建设钢铁新城，加快薄板深加
工产业园建设。着力实现钢宝利二期、汽车制
动毂、三能机电、联众科技、西武电子等 12 个
项目建成投产。 新建 10 万平方米以上标准
厂房“筑巢引凤”。

培育“百亿级” 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集
群———发展新能源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源、精
细电子陶瓷、先进合金材料，奋力增强绿色动
力。 实现五江轻化感光薄膜、鸿跃新材料、华
欣锂电池、安地亚斯三期、云传智能等 15 个
项目开工建设， 湖南燕达等 9 个项目年内投
产。

转型提质“百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发展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 工程机械
及电力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加速点亮娄
底智造。 引进三一重工配套生产企业 3 家以
上， 实现联强物资、 明人机械等项目年内投
产。

发展电力科技产业集群———建设输变电
安装总部经济园， 积极发展各类电力设备产
品，打造辐射全省的“服务 + 制造”基地。 加
快建设生态电力科技谷， 已有 9 家企业签约

入园，10 余家正在洽谈， 年内入园落地企业
将达到 20 家以上。

瞄准高质量发展目标， 经开区告别粗放
型企业发展模式，循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
术道路，发动科技创新引擎，以项目建设为突
破口，全力以赴推进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

围绕“3+1”产业集群，娄底经开区共谋
划重大项目 58 个，其中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16 个。 电将军、五江高科入围全省 100 个重
大产业建设项目库； 三迅新能源入围全省
100 个科技创新项目库； 创一电子、 三泰新
材、安地亚斯入围全省 100 个重大产品创新
库；联强、鸿泰、茵浪等 10 家企业竣工投产，
湘村肉食、 引领智能等 8 家企业即将建成投
产。

9 月 10 日， 娄底经开区组织产业发
展、招商、投资服务等 10 余个职能部门与
园区企业展开座谈，围绕“强弱项、补短
板、重培育、促转型”主题，问计于企业，不
断提升园区服务能力。

把服务做细做精，让入园企业不仅能
集中精力发展，更能落地生根。近年来，秉
承这一理念，娄底经开区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革， 开创“多证合一”、“证照分离”、
“最多跑一次”、“照后减证”、 登记事项梳
理归集、数据共享、标准化建设、事中事后
服务等一系列精细化服务模式。

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高效便捷的
政务服务平台，组建代办员队伍，对企业
服务事项实施全程代办；成立投资服务中
心，24 小时为企业解决在项目建设、生产
经营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全方位、
全天候”投资服务机制；梳理简化 1473 项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出台《项目手续办理
流程手册》，做到一个窗口办结全部事项，
将审批时间缩短 50%以上；推进“证照分
离”、“多证合一” 以及工商登记便利化改
革，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
执照应用，实现线上“虚拟店”和线下“实
体店”联动。

同时， 强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深挖彻查“关系网”“保护伞”，确保社会安
定祥和、企业和人民安居乐业；严厉打击
“三强”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毫不手
软，促进企业发展和项目施工环境根本好
转，让企业安心做“围墙内”的工作，经开
区做好“围墙外”的工作。

企业家的优越感和成就感就是最高
奋斗目标，企业家的满意度和美誉度就是
最高奖杯。娄底经开区瞄准企业发展的难
点和重点，逐个破解藩篱。

加强金融扶持———设立主导产业发
展资金， 化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
导支持安地亚斯、创一等企业上市直接融
资， 并对区内成功上市的企业给予 1000
万元奖励。

破解人才和用工问题———对企业科
技领军人才给予研发启动经费、技术创新
补贴；建设专家楼和人才公寓，为企业高
管和技术高端核心人才按成本价供应一
套住房，为在园区企业实习的大学生提供

1130 元补贴， 并定期举办人才交流会和
招聘会，为企业输送强大的创新力量。

突出科技创新———实施财政科技经
费倍增计划， 重点支持 10 个重大科技创
新项目， 引进 10 名科技创新人才， 抓好
10 个重大产品的创新。 支持企业与科研
院所和高校加强战略合作，建立科技创新
平台和技术交易平台，推动产学研“一体
化”。

一流的营商环境， 高效的服务保障，
完善的基础设施，娄底经开区成功打造出
湘中产业发展洼地，不仅促进了园企业的
蓬勃发展，更让符合条件的链条企业想进
来、进得来、留得住、长得大。

蹄疾步稳
———娄底经开区提质升级舒展壮丽画卷

产业提档———引擎加速破荆棘

园区升级———栽下梧桐引凤来

产城融合———改善民生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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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园区全景。
2、娄底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3.位于娄底市新能源电
池和储能电源产业园的湖南
电将军新能源有限公司。

娄底市第一个大型综合服务型商贸物流产业园———新合作国际商贸城。

魅力乡村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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