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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持续向好的营商环境，助推着
浏阳高质量发展。

岁末年初，一个个捷报纷至沓来：
2018 年 12 月 16 日， 一年一度的全

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监测评价报告发
布，浏阳跃居第 13 位，并成为中部地区唯
一的“竞强争优范例”；

今年 1 月 19 日， 浏阳市大围山森林
公园获评全省首批十佳“冬季气候旅游目
的地”；

今年 1 月 20 日，由新华网主办的“绿
动中国，绿创未来———第五届绿色发展峰
会”在北京召开 ，浏阳市获评“2018 绿色
发展典范城市”， 为湖南省唯一获此殊荣
的城市；

今年 1 月 23 日， 浏阳市连续第 3 年
获评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 先进县市区。 在同一天举办的“2018
湖南政务 V 影响力峰会”上，浏阳获评湖
南“2018 年度热门旅游目的地”；

……
2018 年， 浏阳还赢得 68 项国家级

荣誉、132 个省级奖项。 “福布斯 2018 中
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 100 强”“中国工
业百强县”“中国幸福百县”“全国小康城
市 100 强”等“国字号”称号花落浏阳。

这些荣誉与成就，浓缩了浏阳过去一
年来的精彩，映射着该市“与时代合拍、与
国际接轨、与实际相符”的高质量发展路
径。

位于浏阳市大瑶花炮材料制造产
业基地的宏宇热电厂， 经过统一收集、
蒸汽烘干、混入燃煤等步骤，曾经一
无是处只能深埋处理的造纸污泥，
变身成为热电材料。

“2018 年，园区企业因污水
处理后产生的 14900 余吨污
泥都转化为了燃料。 ”宏宇
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彭满湘表示， 这仅是企
业构建的循环再利用
体系中的一环，“不
仅能用于发电，还能

为园区 20 多家造纸
企业的造纸生产供热，

实现资源再利用。 ”
同时， 燃料充分燃烧后

产生的粉煤灰，还能作为原料
供给水泥厂。宏宇热电通过更新

节能设备、改造节能技术，广泛深
入开展了节能降耗工作， 达到了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
污染排放的好效果，取得了环境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这样的循环经济， 是 2018 年以来
浏阳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涌现的新模
式。 该市打出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

“组合拳”， 着力提升绿色发展效能、释
放实体经济潜能、 积聚智能制造势能、
打造科技创新动能，在加快助推民营经
济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推动全
市经济朝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样为
高质量发展抹上一层亮丽的绿色，也为
高质量发展破解难题。

“五气共管、五水共治、五废共抓”
———这是 2018 年以来， 浏阳在推进蓝
天碧水保卫战中的一个有力举措。去年

全年，浏阳共取缔“小、散、乱、污”企业
75 家， 拆除浏阳河 500-1000 米范围
养殖场（户）2445 户、面积 39.8 万平方
米，对 47 家造纸企业进行重点整治。

“只有抓环保，企业才能得到长足
发展。 ”淳口镇腾飞木业公司负责人深
有体会。 在被环保部门责令整改后，这
家企业总计投入 200 多万元，对木业加
工过程中产生的木屑、粉尘、挥发性有
机物等污染源进行了综合治理。

2018 年， 浏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达 344 天， 同比增加 13 天， 优良率为
94.2%，位列长沙九区县市第一，在全省
居于前列。

漂亮的数据和喜人的成绩背后，凝
结着浏阳全市上下打好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决心和努力。

减少的是污染，收获的是蓝天和白
云， 县域综合发展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大厦， 那么林
业保护就是它的地基。 ”谈及高质量发
展，浏阳市林业局负责人的关注点始终
在“森林覆盖率”。

多年来，浏阳的森林覆盖率，始终
保持在 66.2%以上， 远高于全长沙市
54.9%的平均水平。“早在 2010年，浏阳
制定了《林地保护利用规划》，除国家重
大项目外， 禁止开发利用一级保护林。
优先保障民生工程用地，对于经营性用
地，则要求企业节约、集约利用。 ”该负
责人介绍，仅 2018 年，浏阳就造绿 2.8
万亩，森林抚育 16万亩，碳汇林培育 10
万亩，新造珍稀阔叶林 0.2 万余亩，全市
森林生长量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

一片片绿色森林的绵延，用长满希
望的颜色，描绘出浏阳高质量发展的底
色，也为浏阳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投
资环境。

产业是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2018 年， 浏阳产业项目建设频频发力，一
大批项目开工建成投产、 现有产业项目加
快升级、创新驱动十分明显。

“一年来，我们致力转型升级、做强产
业， 走上了结构优化、 提质增效的发展新
路。 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加速壮大，启动
建设群显科技显示模组、天玥碳化硅、豪恩
声学、 华域视觉等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显示功能器件、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烟
花爆竹、 家居等 15 条产业链总产值增长
22%，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长 24.5%。”浏
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伟说。

其中，引人注目的，即是 15 条产业链
集中发力， 以强劲动能推动浏阳经济高质
量发展。

浏阳明确由市级领导牵头担任产业链

“链长”。自 2018 年 4 月以来，各产业链“链
长”及相关领导分赴各地“敲门招商”，足迹
几乎遍及全国，既做招商前线的“指导员”，
又做“战斗员”，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取得实
质性进展。

据介绍，2018 年，这 15 条产业链包含
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制造、健康食
品、 鞭炮烟花规模工业总产值预计分别增
长 26%、7%、10.9%、11%、7.7%；15 条产业
链所在的浏阳经开区、浏阳高新区、两型产
业园规模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5% 、
12.5%、8.2%。

项目建设是发展的“牛鼻子”，产业项目
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总投资
30 亿元的天玥碳化硅材料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的豪恩声学产品智能制造项目,总投资
10亿元的华域视觉智能车灯生产基地项目
……一个个好项目、 大项目接踵而来：2018
年浏阳新引进项目 212 个， 计划总投资
869.4亿元， 项目引进数量和投资总额均创
历年新高。新引进项目中，投资过 50亿元的
项目 4个， 投资过 10亿元的项目 15个，投
资过亿元的项目 88个。

“2019 年，园区将以高质量项目引领
高质量发展，聚焦项目攻坚，理顺项目建设
机制，坚持‘每月一调度、季度一总结、半年
一观摩’。 ”浏阳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园
区计划全年铺排重点建设项目 54 个，扎实
推进群显科技显示模组、 韵达湖南快递电
商总部基地等新建、续建产业项目建设，加
快健康产业园、联东 U 谷等平台项目建设。

浏阳市有关负责人表示，2019 年，浏
阳将继续聚焦实体经济， 扎实推进高质量
发展，将重点在突出产业共振、突出要素汇
聚、突出资本互助、突出政企联动四个方面
发力。

而产业链仍然是关键所在。 这位负责
人表示， 浏阳将紧紧抓住产业项目建设的
关键点，围绕产业链招商，加快推动一、二、
三产业及产业内部交叉融合、协同共振，提
升产业整体粘合度和抗风险能力， 着力构
建“众星拱月、多点支撑”的现代产业格局。

产业之间的同频共振也十分重要。 建
立一个运转有效的“闭环”，是推动减少物
流成本、生产成本的关键一招。“进一步扩
大经济开放度， 则是浏阳实现参与全球产
业分工的体现， 这主要是要加快招商引资
步伐，招大引强。 ”这位负责人还说。

你手中旗舰机型的曲面柔性屏， 爱车中集
成化、智能化的 LED 车载屏，抑或是进口“苹
果”、国产华为、OPPO、VIVO、小米的屏幕，都可
能来自“浏阳造”。前不久，湖南群显科技有限公
司高端显示器模组项目在浏阳经开区正式开工
建设。在这里，正形成集面板、显示、触控等为一
体的产业链。

高质量项目后面是高质量发展的园区。 商
务部近日公布的考核评价结果显示， 浏阳经开
区在全国 219 家国家级经开区中考评综合排名
第 68 位，名次较去年前进 20 位。2018 年，浏阳
经开区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23.8%；
完成财政收入 40.1 亿元， 同比增长 12.5%；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184 亿元，同比增长 12.1%；共
引进项目 43 个，合同引资 285 亿元；铺排重点
建设项目 58 个，34 个项目实现投产。

“全市上下要积极投身到高质量发展大潮
中，紧紧围绕高质量、全面对标高质量、合力促
推高质量，共同开创浏阳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浏阳市的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 推动高质量发
展，必须刷新思想理念。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行动。“推动高质
量发展，必须在思想上来一场大更新、在理念上
来一个大转变，做到与时代合拍、与国际接轨、
与实际相符。 ”在前些天闭幕的浏阳市两会上，
长沙市委常委、 浏阳市委书记黎春秋一番清新
话语，令与会者豁然开朗、信心百倍。

黎春秋说———
与时代合拍，就是要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

坚持精明增长，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杜绝
拼资源、拼消耗、拼速度、拼环境的粗放型增长，
着力提升发展“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

与国际接轨，就是要坚持“在全球引资源”，
加速与国际理念、 国际标准接轨， 加快要素汇
聚，着力引进国际一流项目、一流人才，以高水
平开放提升浏阳“国际范”。

与实际相符，就是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
着眼本地区本单位工作实际， 找到最佳结合点
和切入点，创造性贯彻落实好上级决策部署，既
讲好“普通话”，又讲好“浏阳话”。

今日浏阳， 走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辉征
程，正处于创新突破窗口期、动能转换攻关期、
科学跨越关键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一
定要顺应发展大势，主动应变求变，以奋斗者的
姿态再出发， 奏响对标高质量、 聚力新跨越的
最强音。 ”黎春秋表示，具体而言，就是要按照省
委、省政府“四个走出来”的要求，在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彻底摆脱思维定势、工作
惯性和路径依赖， 在发展理念观念上来一个大
更新，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来一个大改进，在新旧
动能转换上有一个大飞跃， 在发展质量效益上
有一个大提升。更加注重把握县域发展规律，更
加注重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更加
注重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浏阳在新一轮
县域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赢得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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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发力：15 条产业链助推高质量发展

做加减法：绘出高质量发展亮丽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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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新理念：提升发展“含金
量”“含新量”“含绿量”

2018 年 7 月 18 日，浏阳市举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浏阳”理论面对面首场专
题研讨会。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浏阳市委宣传部提供）

长沙博大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2019 年 1 月 17 日，湖南群显科技高端显示模组项目开工动员活动。

盐津铺子
车间产品。

▲

▲

▲

高质量发展态势下的“高颜值”浏阳。图为浏阳城区
长兴湖片区。 摄影 彭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