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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雷东城旗生风
———岳阳经开区项目建设掠影

亚 平 吴 广 华 波 冰 明

改革奋进春潮涌，项目建设正扬帆。十亿
项目不断引进，百亿产业迅速壮大，千亿园区
正在聚合……近年来，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刮起项目建设飓风，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岳阳经开区作为岳阳市唯一的国家级开
发区， 是全市开发建设的桥头堡与经济发展
的前沿阵地。 2012-2017 年，全区累计签约
项目 153 个，总投资 832.35 亿元；开工项
目 127 个，总投资 723 亿元；投产项目 100
个，总投资 224.28 亿元 ；多个项目列入市
优质项目，获评省内联引资先进单位、省长质
量奖先进县市区、 市推进新型工业化先进单
位。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 2018 年， 该区新签
约项目 35 个，总投资 454.52 亿元，引进了
绿地集团、 海王生物等世界 500 强、 中国
500 强企业，其中东龙科技的引进实现了汽
车产业“零”的突破。

一组组耀眼的经济数据、 一批批落地的
签约项目、一片片火热的建设场面、一项项暖
心的惠企政策， 成为一抹抹靓丽的国家级经
开区风景。

高位推动，“七个一批”掀高潮

万鼓雷东城，千旗火生风。 近年来，岳阳
经开区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力开展项
目建设。“经开区要在招大引强上下功夫，在
项目建设上一锤一锤地敲、一件一件地抓、一
个一个地落实。 ”岳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和生深入经开区调研时强调。

岳阳经开区工委书记文春方描绘了这样
一幅蓝图：全区要围绕“当好岳阳打造湖南发
展新增长极主引擎、建设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
主战场、 践行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主阵地、
挺进国家级经开区全国百强” 的目标定位，坚
持产业为要，突出招商主业，狠抓项目建设。

该区在招商引资上提出了“构建招商工
作大格局、突出招商引进大产业、打造招商政
策大洼地、推动项目建设大提速、促进项目服
务大优化”的思路举措；在财税征收上，提出
“推行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目标清单、亮点清
单和奖励制度”的征管机制。一道道实策为企
业亮起一路绿灯。

2018 年来，全区贯彻落实省、市“产业项
目建设年”决策部署，“七个一批”项目竞相发
力。“谋划一批”“洽谈一批”项目加紧招商对
接；“集中开工一批项目”正积极筹备，准备年
内第 ４ 次集中开工仪式；“提速建设一批已
开工项目”，如数博环球、东方雨虹、海济药业
等 ８ 个项目进展顺利；“引导新上一批技改
项目”推进顺利，才益化工、巴陵节能、筑盛阀
门 3 个技改项目已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加快入驻一批中小微项目”加快落地，长科
诚享、 科伦医药服务平台等 5 个项目正式投

产，老铺黄金、喜悦电器等 ３ 个项目正在装
修；“协同推进一批园区外项目”成效显著，湖
南名墅建筑的营业额已经突破 2800 万元，
品一包装已经完成厂房重建和设备购置，其
他项目建设来势良好。

高速发力，“百日会战”创辉煌

2018 年 9 月 10 日， 岳阳经开区召开动
员大会， 决定从 9 月上旬至 12 月底， 集中
100 天左右时间，开展产业项目建设“百日会
战”，以产业项目的“大丰收”夺取全面工作

“满堂红”。
“‘百日会战’，就是要在全区形成浓厚的

产业项目建设氛围， 如期如质实现省市重大
产业项目建设目标， 保障已开工项目早日建

成投产， 推进
‘七个一批’产业项目，让产
业园区大会战领跑全市。 ”该区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谢春生发出动员令。

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岳阳经开区强化领
导带头，要求区级领导让责任上肩、把担子担
硬、将工作做实。分管领导落实“九项牵头”责
任，包括联系批次和联点项目的方案制订、任
务分解、会议召开、力量调派、问题解决、上级
沟通，督查安排、追责提出、奖惩决定等；实行
“一对一、点对点、人盯人”抓项目制度；以“挑
战不可能”的精神勇挑重担。 全区将 53 个重
点产业项目逐一压实至各部门和首席代办专
员。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岳阳经开区制定出
台了《产业项目建设“百日会战”看板管理实
施方案》，将产业项目建设“挂图作战”升级为

“看板管理”。 围绕产业项目建设“百日会战”
开展“大比武”“大竞赛”；定期“晒进度”，公开

“排位次”，限期“销清单”。
“看板管理”营造了浓厚氛围，推动了项

目建设，管出了真金白银。岳阳经开区昂首阔
步迈上新的征程。全区 ４ 个限时竣工项目如
期交账， 科伦药业研究院已完成投资 2.8 亿
元，实现税收超 7000 万元；海济药业生产包
装基地项目主要建筑完成主体工程； 岳阳医
药健康产业园项目主体完工， 正在进行二次
装修；东方雨虹正加快建设……

高效服务，“最多跑一次”优环境

2018 年 7 月 15 日，岳阳市委、市政府召
开了首届企业家大会， 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
9 条措施以振兴实体经济。 作为国家级经开
区和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主战场、主
阵地，优化营商环境，岳阳经开区敢当先锋。

岳阳经开区全面推进
“最多跑一次”、证照分离等商事改
革，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审批手续。 建立健全
事前指导、事中事后监管约束、全程服务的项
目管理模式，提升项目管理信息化水平，提高
行政效能。

2018 年 7 月 10 日，岳阳经开区召开服
务产业项目“流程再造” 工作会议， 确定了

“1+8”模式。 即以 1 个产业项目服务整体工
作机制为管总，产业项目优化流程限时办结、
并联审批、全程代办服务、网上审批工作、点
对点项目联点服务、项目联席会议、投诉评议
和督办考核“8 个制度”为支撑，提升项目服
务能力。

当前， 岳阳经开区各涉审单位均在区政
务服务中心设立了窗口，安排专人受理业务，
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按照“全程代办、一窗
受理、并联审批、后台流转、限时办结、后台出
件”的原则，全区“最多跑一次”的“窗口受理、
出件”+“后台流转、审批”的项目审批平台基
本搭建完成。结合全区项目多的工作实际，重
点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该区积极搭建创新创业新平台， 鼓励中
小微企业创新发展。 建设了现代装备制造产
业园、医药健康产业园、广告文化产业园、康
王电商孵化中心等创业孵化平台。

“七个一批”谱新曲，“百日会战”创辉煌。
如今的岳阳经开区，万象更新、百业兴旺。 文
春方说， 岳阳经开区必将再接再厉， 乘势而
上，以项目建设为支点，以营商环境为杠杆，
加快建设岳阳魅力东城的步伐， 让增长极的
经济扩散效应辐射更广、更远！

岳阳三荷机场。 李鹏 摄

岳阳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园。 李鹏 摄

昔因南湖而得名，今因南湖而闻名。 隆
冬时节，越是降温，地处岳阳市南湖新区南
湖边的商贸码头生意越是红火， 其中不乏
黄头发、蓝眼睛的游客。

南湖柳岸边，“水色酒吧”“觅你咖啡”
“品味餐吧”等令人应接不暇。 占地面积不
到 200 平方米的品味餐吧，还没到饭点，已
人满为患， 餐吧负责人李煜喜上眉梢：“区
里打造城市会客厅，周边环境好了，景点多
了，游客多了，旅游带动我们从卖美食到卖
风景，生意自然越来越好！ ”

“以‘水’为媒，兴旅游产业，带动第三
产业，发展‘美丽经济’，赢得长足发展。 ”南
湖新区工委书记李运帷一语中的。 近年来，
该区倾力打造“洞庭之珠”胜景，每天吸引
市民超 1 万人次，旅游发展取得硕果累累：
2018 年前 3 季度，全区以商业购物、美食娱
乐、 休闲观光为核心的第三产服务业总值
达到 52.69 亿元，同比增长 8.9%，占 GDP
比重为 91.35%。

以“水 ”为媒
南湖新区因有“东方日内瓦”之称的南

湖而得名， 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岳
阳楼洞庭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主景区、湖
南省首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一湖碧水、一座
青山是其最大优势。 圣安寺景区、教会学校
遗址、 岳阳博物馆、 三眼桥等景区汇聚于
此，自然之美的胜景、人文之美的胜境、发
展之美的良机让南湖新区跻身第 3 批湖南
省精品旅游线路重点县， 将连续 3 年每年
获得 1400 万元的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生态，是南湖的自然“家底”。 以“水”为
媒，南湖新区近年来提质改造交通三圈、南
湖宾馆、阿波罗宾馆、圣安寺景区；推进洞
庭湖国际公馆、东方铂尔曼大酒店、青普行
馆精品民宿酒店、安徒生文化基地、刘山庙
半岛游客服务中心、天灯咀半岛商业水街、
潮巷子酒吧一条街等项目建设； 完善和提
升“三街”“两园”“八景”规划设计。 南湖已
成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的理想之地。
该区旅发委主任冯立表示：“要通过优化旅
游资源、基础设施、旅游功能、旅游要素和
产业布局，实现设施、要素、功能在空间上
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 从而推进经济社
会良性发展。 ”

得有山水意，故作欢乐游。 环南湖旅游
交通三圈、南湖广场、南湖悦客房车营地、
龙山花语世界……为 540 多万岳阳人民休

闲娱乐提供好
去处， 也招徕婚纱摄
影、森系婚礼、草坪婚礼、草坪
音乐节、花语美食节等商业活动。 2018 年，
全区预计实现旅游接待总人数 430 万人
次，同比增长 25.27%，实现旅游收入 19.82
亿元，同比增长 27.29%。

以“旅”兴业
“南湖是藏在洞庭湖里的一颗珍珠，它

有不同于西湖的美， 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
2018年 10月 22日，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
的李女士在参加岳阳全域旅游推介活动上
有感而发。 当日，来自上海、重庆、广东、湖北
等市外主要客源地的 59 家单位 80 余人汇
聚南湖新区，为南湖的以“旅”兴业出谋划
策。

“东揽南湖山水秀，西临洞庭好春秋，南
来北往四海近，茶禅福地是月山。 ”生活在南
湖新区月山管理处的居民都熟知这首诗，而
诗中“茶禅福地”四字便是人们对辖区内“茶
韵小镇”的真实描述。月山管理处将茶文化融
入“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各要素，将茶韵

小镇打造成全市乃至全省的“茶韵后花园”。
每年春天，茶叶采摘场景便成了“茶韵

小镇”的一道亮丽风景。 该区在龙山等处建
设黄茶种植体验区， 开展茶山一日游旅游
项目，逐渐与岳阳楼、君山岛
形成“旅游金三角”。如今，
在茶博城的电子商
务公司里，客服
们正忙 着

处理此起彼伏的订单和咨询。 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我们已和淘宝、天猫、京东等
主流电商平台合作， 努力实现 2 年内销售
上千万、5 年内上亿的销售规模。 ”

以“旅”兴业，聚集了人气，增强了市民
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南湖新区手工制作黄
茶的老师傅谢长庚感叹：“这老手艺原来差
点失传,如今在旅游的带动下成了‘网红’，
产品天天都卖得好。 ”

以“美”富区
南湖旅游风生水起， 撬动了该区第三

产业的蓬勃发展。 全区旅游业从单纯的观
光旅游向多业态、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南湖越来越美，唤回了游子,也吸引了
许多“新岳阳人”来此定居。2018 年，碧桂园
凤凰城、洞庭湖国际公馆 G/H 地块、保利中
央公园、山语湖二期、御龙湾、翡丽城二期
等 8 个房地产项目相继开工。 来此短期旅
游、休养的沈大鹏和妻子住在南湖边，他说:

“南湖有大城市不具备的安静和舒适, 岳阳
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在南湖边赏美景，
吃美食，散散步，节假日上龙山，登高望远，
感觉幸福感爆棚。 ”

从“一湖碧水”到“生态名片”,南湖的对
外吸引力与日俱增，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南
湖新区依托湖南理工学院、 岳阳职业技术
学院、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等周边教育资源，
培育产学研协同的科教园区， 打造出应用
人才培养、高新技术研发转化、高科技企业
孵化、新兴产业培育基地。

如今，南湖新区培育总部经济集聚区，
支持建设总部企业商务楼宇， 总部经济发
展势头强劲，南湖新区总部经济大楼、长炼
油品石化总部经济、 湖南美瑞实业等项目
相继签约落户。 该区还重点发展了以养老、
养生、健康医疗与美食、健康运动、旅游相
结合的康养核心领域。

“美丽经济”渐成气候，南湖新区第三
产业遍地开花。2018 年，预计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82.46 亿元，同比增长 8.5%；公共财政
总收入 6.95 亿元，同比增长 1.3%。

■ 亚 平 吴 广

———岳阳市南湖新区以旅游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纪实

一极三宜，南湖人家。
李德源 摄

南湖跑步。 张翠云 摄

锦绣名城。 李玲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