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一说

问： 从产业升级到企业发展， 浏阳高新区
2019 年总目标是什么？

喻辉：2019 年， 园区主要经济工作的目标
是：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6%，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固定资产同比
增长 20%，高新技术产值同比增长 25%，财政
总收入同比增长 20%；新引进产业项目 50 个，
铺排建设重点产业项目 62个；新增规模工业企
业 15 家、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智能制造示范
企业（车间）20 家，争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
范基地。

问：今年，长沙大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年”
和“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浏阳高新区将有何
作为？

喻辉：坚持新发展理念，瞄准高质量发展总
目标，聚焦“产业项目建设年”和“营商环境优化
年”两大主题，主攻智能制造引领、新旧动能转
换、产业融合共振三个方向，围绕智造高地、产
业新城、双创之都、生态园区四个定位，突出三
大攻坚战、招强引大、转型升级、改革创新、产城
融合五个重点，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今年，以“营商环境优化年”为契机，将优化
营商环境作为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奠基工程：
一是营造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二是建立全要素
的产业服务，三是建立精准贴心的帮扶机制。

以“在全球引资源”的战略眼光，聚焦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瞄准产业链、价值
链高端，坚定不移招强引大、招强引优。 全年确
保引进产业项目 50 个，其中“500 强”项目 1
个、投资过 50 亿元项目 1 个、投资过 10 亿元
项目 4个。以产业项目建设为龙头，全面铺排产
业项目 62个。力保天玥碳化硅一期 9月份建成
投产，促进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成体系落户园区，
打造百亿级碳基产业集群。力促豪恩声学、华域
视觉等项目年内投产达效， 打造国内领先的电
声科技和智能照明生产基地。 力推家谐生产基
地、爱晚家居材料市场、星辰家具集中区等项目
集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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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商”
浏阳高新区奋力开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1 家、高新技
术企业 21 家、智能制造示范企业（车间）27
家，总数分别达 131家、62家、59家。

2018 年， 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增长 16.9%、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7.9%、财政
总收入增长 24.8%，税收增长 30.58%。

全年引进产业项目 51 个，合同引资
205亿元。 43个产业项目竣工投产。

数读

2018年

在 2018 中
国 （长沙 ）网络
安全·智能制造
大会上，浏阳高
新区华恒机器
人公司现场演
示的智能焊接
机器人引起了
人们的围观。

2018 年 11 月 28 日，华域视觉科技智能车灯生产项目奠基，将建世界一流智能车灯生产基地。

唐雄英 张 笛

新春伊始，各园区一片开工繁忙景象。 2 月 13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将新年首轮调研锁定在
浏阳高新区，深入长沙华恒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湖南
启泰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为企业加油鼓劲，传递大力振兴
实体经济、推动智能制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当前我省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必须把推动高质
量发展作为解决各项问题的‘总钥匙’。 ”

何为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此，浏阳高新区脚踏实地、大胆创新，找到了自己

的“金钥匙”，向“高”、“智”、“商”集中发力。 2018 年，
在长沙市绩效考核排名中，浏阳高新区位列省级园
区之首，斩获第一名，其中，“项目建设”“优化服

务”“社会公认评估” 等评价指标位列第
一。

启泰传感公司建设
的国内首条压敏传感芯
片生产线已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成功通线， 预计
今年 8 月份可实现批量
生产。 项目全面达产后，
产值将突破 150 亿元。

（本版图片均
由浏阳高新区提
供）

2019 年，浏阳高新区蓝图怎么画？

浏阳高新区在 2018 年开创了高质量发
展良好局面后，2019年将如何进一步把握机
遇应对挑战，我们特采访了浏阳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喻辉。

“高”
招强引大，推进产业链迈向高端

2018 年， 浏阳高新区交出了一份优异的
“成绩单”：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16.9%，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6%，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27.9%，财政总收入增长 24.8%，税收增长
30.58%，其中，园区新增税收过 5000 万企业 3
家、过 2000万企业 3家。

发展实体经济，要靠项目说话。这组数据体
现的不仅是简单的增长，抽丝剥茧，其核心离不
开“规模”二字。

据浏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喻辉介绍， 园区
全年引进产业项目 51 个，其中投资 50 亿元项
目 1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项目数量、投资
总额均创历史新高。

2018 年 7 月，华域视觉科技智能车灯项目
正式落户园区，该项目投资超 10 亿元，是浏阳
高新区汽车零部件企业中智能化程度最高的项
目之一，将建中南地区最大智能车灯基地；一个
月后，喜讯再次传来，园区将豪恩声学智能制造
这个投资达 50亿元的项目“迎进门”，促成了建
园以来单个投资过 50 亿项目“零” 的突破；8
月， 湖南家谐家具产业孵化园在园区举行奠基
仪式，与爱晚家居材料市场、星辰家具集中区等
300 余家批发商 800 多个品牌共同形成了生
产、加工、贸易、研发于一体的家居产业链；岁末
之时，园区的天玥碳化硅材料项目正式开工，总
投资 30 亿元， 标志着国内最大的第三代半导
体碳化硅材料项目及成套工艺生产线正式开建
……

梳理浏阳高新区 2018 年项目招商思路，
除了“规模”的增长，产业布局也成为“产业升
级” 背后的有力推手，“就 2018 年新引进的三
大项目而言，从产品到技术，都体现了产业的前
瞻性。”这大概就是浏阳高新区对高质量发展的
最好解读。

位于园区的豪恩声学智能声学总部生产基
地是豪恩声学在全球布局的第四个生产基地。
基地占地 283 亩， 将于 2019 年 9 月份竣工投
产， 主要生产微型电声元器件和消费类声学等
产品，广泛地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
本电脑、游戏设备及电脑周边设备等，投产后预
计年产值达 50亿元，年利税可达 5亿元。

一代材料，一代产业。碳化硅半导体核心技
术是国之重器。 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碳化
硅，被列入“中国制造 2025”规划，是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过去我们从国外进口，现在天玥
来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天玥项目抢占第三
代半导体制高地， 填补长沙在碳化硅产业的空
白。它不单单对浏阳，也是长沙乃至湖南及中国
自主品牌的骄傲。”浏阳市相关负责人信心满满
地表示。

一渠活水的引入， 犹如为园区产业打了一
剂强心针， 激活了园区内部发展活力。 据悉，
2018年，浏阳高新区产业发展始终保持质优劲
足的状态，全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21 家，总数
达 131家。

在这些新增项目里，有一串名单格外显眼，
它们或许不直接创造价值， 却足以显示园区主
政者的格局与目光， 它们是九点教育项目和浏
阳市中协高新科技学校项目。 一所集小学、初
中、高中于一体的 12 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将解
决园区就业家庭最关心的教育难题， 而中协高
新科技学校无疑将为园区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
人才资源。

15年的探索与实践， 从制造产业基地到成
功跻身省级高新区行列，2019年，浏阳高新区将
迈入新一轮高速、高质量发展阶段。

“产业蓄能上，园区近年新引进的 100 多
个项目先后达产，豪恩声学、天玥碳化硅、启泰
传感、 华域视觉等重大项目将于 2019 年释放
产能，产业升级动力更足，产业链集聚力、吸附
力更强。 ”2019年，园区如何做、如何干，喻辉胸
有成竹。

一是聚焦产业链条招商。 确保全年引进产
业项目 50 个，其中“500 强”项目 1 个、投资过
50亿元项目 1个、投资过 10亿元项目 4个。围
绕“一主一特”+ 碳基材料产业链，对标“三智一
自主”产业推进计划，以豪恩声学、华域视觉等
项目为依托， 紧盯自动化成套设备及关键零部
件项目，强化智能制造产业链集聚度、关联度。
充分释放天玥碳化硅、启泰传感“核芯”带动力，
加速半导体材料项目成体系落户，打造“中部芯
谷”。坚持外引与内培并举、项目与平台并重，进
一步巩固工程机械再制造全国行业地位， 拓展
空调、车灯等再制造领域，壮大国家再制造产业
示范园区特色和优势。

二是聚焦内部挖潜增效。 支持企业高效发
展，建立“亩产论英雄”激励制度，用真金白银鼓
励企业转型升级、扩大产能、提高效益。 支持义
和、青特、众和等 10 家以上企业二次开发。 强

力推进零地招商，督促企业完成闲置土地建设、
加快闲置厂房出租，在不新增用地前提下，新引
进项目 10个以上。 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建
立完善的低效企业退出机制，盘活 10家以上低
效企业资产。

三是聚焦发展工业地产。以特色园、园中园
为依托，建设提升发展效益。落实长沙市规范工
业地产发展管理办法， 根据产业链企业发展需
求， 继续开拓工业地产， 加大标准厂房招商力
度，形成“百鸟来巢”态势。推进南园新能源汽车
标准厂房建设，快速启动项目招商；加快智能制
造创新创业园、中部智谷汽车产业园招商步伐，
确保实现项目满园扩园。

“智”
引“智”提“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智能焊接机器人可以 360°旋转， 比人的
手臂更加灵活；在纸板中植入电子芯片，产品可
全程溯源；将指定货架“顶”起，按照既定轨道，
将货架送到指定位置， 而原本需要多名进进出
出的仓管员，现在只需一两位守在电脑前，等货
来找人……在 2018 中国(长沙)网络安全·智能
制造大会上，浏阳高新区智能制造惊艳亮相。

近年来， 浏阳高新区抢抓智能制造发展重
大机遇，明确提出“打造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高
新园区”这一战略目标。

如今，园区已形成智能制造、再制造“一主一
特”的产业格局，成为我省智能制造重要集聚区，
引进培育了以华域视觉、豪恩声学、宇环数控、华
恒机器人、启泰传感为代表的一大批智能装备制
造企业，产品涉及智能视觉系统、高精数控机床、
工业机器人、高端传感芯片等，产业特色和优势
不断彰显。

“新”企业智能化武装的同时，浏阳高新区
没忘记“老”项目智能化改造，其智能化改造步
伐继续领跑长沙园区。

打造一批亮点示范。 园区先后启动了 51家
示范企业的智能化改造，并以此带动园区百余家
规模以上企业的智能化改造。2018年，园区新增
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车间 2家、市级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企业 25家，示范企业（车间）总数达 59家。

推进一批“企业上云”示范。 园区首创 400
万“上云”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
所有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上云。 其中，博大机械、
湖大艾盛、 法泽尔 3家企业获评湖南省中小企
业“上云”标杆企业，博大机械与湖大艾盛更入
选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智能制造实战 100 例
（2018）》，在全国形成示范。

积极推进智能制造园区示范。 依托传感物

联、高端装备龙头企业，带动高档数控机床、焊
接机器人、 智能物流装备等成套装备制造产业
发展，将园区打造为智能制造协同创新示范区。

作为国家第一批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和湖
南省首家国家绿色园区，浏阳高新区依托其良好
的制造产业基础和智能化技术，推进产业价值链
向高端发展，再制造产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园区再制造企业已达 35家，并建成全省首
家再制造院士专家工作站、 湖南省工程机械再
制造联合会和湖南省机械绿色再制造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力争到 2020年实现百亿产业目标。

深入园区，走访一个个车间和实验室后，我
们深感，对于浏阳高新区，智能制造既是目标也
是手段。

为此，2019年，园区将以智能制造为统揽，以
科技创新为重点，以平台建设为载体，以人才要素
为支撑，依托产业链打造创新链，依托创新链提升
价值链，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创新园区。

加速智造升级。突出智能制造核心地位，培
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打造更多智能化企业、
智能化产品、智能化管理。

预计实现全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5家
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 10家以上， 继续推进企业
“上云”， 新增智能制造示范企业（车间）20家以
上，智造升级步伐要继续保持在长沙的领先地位。

推动创新引领。 加快省级中小微企业创业
创新基地建设，推进园区智能制造孵化器、科技
服务平台等创新载体和服务平台发挥实效，创
建国家级孵化器、国家级众创空间。打造“双创”
升级版，新增 3 家以上省市企业技术中心、1 家
院士专家工作站， 培育 1家国家级技术研发中
心。在管理服务、企业生产等领域推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智慧应用，打造智慧型园区。

凝聚智力引擎。 激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
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企业“项目需求库”与科研院
所“项目转化库”无缝对接。全力推动创新创业成
果在园区就地产业化， 打造知识产权集聚园区。

发挥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示范效应，把
握好“人才新政 22条”及配套政策等省市人才政
策机遇， 紧盯企业和创新研发平台的人才需求，
引进高端人才、技术人才和工匠人才。

“商”
速度与激情，推进营商环境优化

2 月 11 日， 是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浏阳高新区人以“满格电”的状态迅速投入
到工作之中。 园区领导班子马不停蹄地兵分九
路，对园区企业、在建项目开展走访活动，及时
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加油鼓劲。

2018 年 11 月 3 日， 天玥碳化硅项目正式
开建。目前项目一期技术区已完成封顶，厂房区
正进行钢结构安装，预计 3月底完成主体工程，
5 月初竣工，9 月进入试生产……一组时间线，
让我们见证了什么叫“园区速度”。

“园区速度”体现在项目落户速度快。
华域视觉总投资 10 亿元， 为“500 强”投

资，是国内汽车智能照明龙头项目。作为一家国
企， 从 2018 年 4 月 11 日接触到 7 月 11 日落
户签约仅 3个月时间。 豪恩声学智能声学总部
生产基地投资 50亿元，该项目从最开始接洽到
正式签约落户只用了 70天。

“园区速度”体现在项目建设速度快。
18台挖机、6台推土机高速运转，100 多辆

运输车来回穿梭， 百余人的项目团队坚守在岗
位上挥汗如雨。 为确保华域视觉智能车灯项目
如期交地，促使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自
2018年 9月 1 日起，园区产建投公司先后投入
200 多名工人、100 多台机械设备实施土石方
平地工程。 该平地工程也是建园以来投入机械
最多、日出土量最大、完成时间最紧的项目。

“园区速度”还体现在政务审批速度快。
2018 年，园区政务服务中心开创性实施项

目报建不出厂，“网上预约、 视频面签、 快递送
达”，集中审批，帮代办等服务。 住建分局的“项

目报建不出厂”改革举措，将项目施工许可从原
来的 75 天压缩至 30 天，食药工商质监管理分
局的企业开办实现 2日办结等， 园区审批提速
创造了“全省之最”，形成了“马上办、网上办、就
近办、一次办”的“园区样板”，在长沙市“互联网
+政务服务平台”的办件量居省级园区首位。

2 月 13 日，长沙市产业项目建设年暨营商
环境优化年工作推进大会召开， 全面吹响抓产
业项目、抓营商环境的集结号。

以“营商环境优化年”为契机，2019 年，浏
阳高新区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园区高质量
发展的奠基工程，落实“五个彻底”，实现“三化
六最”，提升发展软环境，打造温暖园区。

营造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全面深化“互联
网 +”政务服务，同时，政务服务中心将聚焦企
业投资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进一步优
化问题处理机制，让企业安心、省心、放心。

建立精准贴心的帮扶机制。 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 省市普惠性减税降费措施、 产业发展政
策，打好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组合拳”。 把
“千人帮千企”固化为企业服务制度。 园区各部
门也将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助力加油，并着力
解决招工难的问题。

完善实惠管用的金融支持。 健全园区金融
体系，积极搭建多元化资本互助平台，着力破解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探索推广企业金融互
助协作，打造“资金共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金融互助新模式。激活产业发展基金，引导金融
资本、社会资本投资优势产业和潜力项目。助力
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力争 1 家企业上市、1 家新
三板挂牌。以金融服务中心为阵地，打通企业融
资“最后一公里”。

或许，对于很多园区、企业来说，2018 年的
“冬天”可能有点冷，而浏阳高新区却逆势崛起。
通过全力抓运行、保增长，经济指标稳中向好，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展望前程， 浏阳高新区正积蓄喷薄而出的
崛起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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