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潭商大会·长株潭国际商贸物流专场活动。

中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高峰会在岳塘经开区举行。

湘潭市现代商贸物流产
业联盟在岳塘经开区成立。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八

（2019）

一路铿锵 踏歌而行
———看湘潭岳塘经开区如何打造“湖南商贸第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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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湖南省地图，一块地处长株潭三市几何
中心、被长株潭“绿心”和秀美湘江所环抱的土地
格外引人注目，她的名字叫湘潭岳塘经开区。 这
个成立仅五年多的省级园区，以打造“湖南商贸
第一区”为发展方向，一路铿锵，踏歌而行，结出
了一个又一个硕果。

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 在刚刚过去的 2018
年，岳塘经开区顺利入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
目录》，修编后的《竹埠港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
实施方案》获省发改委正式批复，成功举办潭商
大会·长株潭国际商贸物流专场等系列重大活
动，步步高 10 万平方米立体自动化高位仓储项
目等产业项目启动建设……如今的岳塘经开区，
正日益成为长株潭城市群一块投资的热土、创业
的宝地、宜居的乐园，奋力书写着新的篇章。

2018年 9月 30日，潭商大会·长株潭国际
商贸物流专场在岳塘区举行。 本次大会以“展示
形象、推介湘潭、联谊交友、共商发展”为宗旨，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湘潭籍各界人士及投资
客商相聚一堂，共绘“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宏伟
蓝图。

会上，中国湘菜文化博览园、竹埠港新区
总部经济综合体、怡亚通(湘潭)供应链整合基
地、岳塘国际万国商品城、俄罗斯国家商品馆、
西班牙国家商品馆、湘欧快线湘潭国际物流服
务平台 7 个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 这也是岳塘
经开区招商引资形势持续向好的一个缩影。

招商引资是园区发展的第一要务。 2018
年，岳塘经开区招商引资工作打出“组合拳”，采
取小分队招商、专项招商、专题招商、环境招商
等多种形式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组织“招商小分
队”赴上海、杭州、深圳等开展多场招商活动，并
成功举办了岳塘国际商贸城窗帘布艺秋季订货
会暨美食节、2018中国品牌食品高峰论坛等系
列重大活动。

该园区 2018 年共接待中铁建、怡亚通、西
部控股等客商 100 余批次， 新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公司，以及中国 500 强企业深圳市怡亚通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年共签订招商合作协议
10 份，协议引资 585.3 亿元。

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位于岳塘经开
区，是省、市、区三级重点建设项目。 这里拥有
无可复制的交通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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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总
投资约 1000 亿元， 总体规划用地约 15000
亩，涵盖糖酒副食、酒店用品等 30 余个专业市
场及仓储、物流、电商等相关配套设施，定位为
立足长株潭、面向中西部、辐射全中国、连接海
内外的超大型综合性新一代市场商贸群的“商
贸航母”。 如今，这艘“商贸航母”已经起航。

为吸引重点大户到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
贸城内落户投资，岳塘经开区邀请了湖南酒店
用品协会、广东食品协会、高桥大市场、邵东地
区、广西地区家电行业等企业家代表召开岳塘
国际商贸城重点大户座谈会，配合商贸城做好
布艺轻纺城样板体验馆开放庆典活动的相关
准备工作……岳塘经开区充分开展以商招商、
一对一招商等招商模式，构建起多层次、多渠
道和多元化的立体招商网络。

2018 年 9 月 12 日， 岳塘区举行重
大招商项目集中落地开工活动。 本次集
中开工的包括湖南长株潭仓储物流园项
目、步步高 10 万平方米高位立体仓储项
目、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岳塘购电
商大楼项目、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
临仓二期项目、岳塘人民剧院 5 大项目，
计划总投资 26.44 亿元。 这 5 大项目的
建设， 将进一步延伸岳塘经开区产业链
条，为奋力打造“湖南商贸第一区”增添
强劲动力。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位于岳塘经开
区的湖南师大二附中博纳学校和怡亚通
(湘潭)供应链整合基地项目开工建设。项
目的建成将全面促进岳塘区产业转型发
展，大力提升竹埠港新区公共服务能力。

湖南师大二附中博纳学校是湖南师
大二附中与博纳集团合作共建的民办中
学，将先进办学理念，倾力打造集实验性、
实效性、国际化、现代化、个性化于一体的
优质民办中学，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优良
的教育资源。 怡亚通(湘潭)供应链整合基
地项目由中国 500强企业、中国第一家上

市供应链企业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将依托怡亚通强
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先进的商业运作模
式，构建一站式供应链整合基地。

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 冬日里，当人
们迎着温暖的阳光走进岳塘经开区，一
条条宽阔笔直的道路、 一座座绿树环绕
的厂房、 一栋栋巍峨高耸的楼房便映入
眼帘，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
眼和美丽， 让人感受到了她蓬勃的生机
和向上生长的力量， 园区项目建设也按
下了“快进键”。

岳塘购电商大楼、 长株潭中央仓储
物流园、公路港仓储(临时仓储二期)、智
慧物流园等配套项目全面启动建设，步
步高 10 万平方米立体自动化高位仓储
项目加快建设；团山铺路、商贸城配套路
网、竹埠港路等实现通车，红旗渠商贸城
段临时改造、工矿棚户区(一期)、河东二
污配套管网工程等项目完成建设， 工矿
棚户区(二期)、团竹路、群力路、金湖路、
佳木路、X157 提质改造工程等加速建
设，园区承载能力进一步加强。

行走在湘潭湘江东岸往竹埠港路
上，极目远眺，碧水惹人醉，风景养人
眼。 然而谁曾想到，半个多世纪前，位于
岳塘经开区内的竹埠港化工区在为岳
塘区贡献出高额 GDP 的同时， 也备受
环境污染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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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塘经开区通过省人民政府
批准，正式挂牌成立，竹埠港“退二进
三” 成为岳塘区首当其冲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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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竹埠港新区开发建设已迈向
新境界。 岳塘经开区以“绿色、智慧、宜
居、生态、标杆”为总目标，以“最美江岸
重点区、集约节约用地示范片、转型升
级标杆城”为定位，依托临江有利地形，
着眼高端商务、高端商住，坚持科学发
展，突出产业导入，将竹埠港新区打造
成岳塘“新景观”、湘潭“新中心”、湘江

“第一岸”。
竹埠港新区城市设计规划顺利完

成， 借鉴雄安新区规划的先进理念，高
端大气而富有前瞻性、落地性，勾勒出

“湖湘之芯、绿蔓智城”的规划愿景，新
区规划充分利用现有产业功能，立足长
株潭城市群，打造绿色生态、智能服务
的滨江活力生态新城，实现该区域“退
二进三”的完美蜕变。

而在竹埠港新区不远处， 国家 4A

级景区盘龙大观园同样令人流连忘返、
心旷神怡。 由湖南盘龙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 20 亿元， 规划占地面积 1.2 万
亩，目前已建成 5000 多亩。 有花海之美
誉的湘潭盘龙大观园，有樱花园、杜鹃
园、荷花园、兰草园、紫藤园、玫瑰园、垂
枝梅园等十二大主题花园，包含 850 多
种杜鹃、1200 多种荷花、100 多种樱花、
600 多种玫瑰，品种之全、数量之多、档
次之高，堪称全国之最。 目前，盘龙大观
园正在争创国家 5A级景区。

2019 年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关
键之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岳塘经开区加快产业培育，深入
推动“三区”开发，全面提升承载能力，实
现跨越发展的关键之年。 该区将抢抓全
市“北进西拓”契机，紧紧围绕“四新岳
塘”建设，以打造“湖南商贸第一区”为发
展方向，以创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为
目标，冲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金招
牌”，确保产业发展进入“腾飞期”，实现
招商引资“全覆盖”，提升基础设施“大平
台”， 推动竹埠港新区建设驶入“快车
道”，打造园区党建“新高地”，力争实现
技工贸总收入 365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150 亿元， 实现财税总收入 5.5 亿
元。

绿色发展：湘江“第一岸”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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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项目：蓬勃生机力量无限

精准招商：七彩画笔绘蓝图

新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中铁建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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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岳塘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