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快速孵化和聚集，产业迅猛
发展和壮大，园区的决策者们并没有
就此而“沾沾自喜”。

万宝新区党委书记伍鹄思路清
晰：“互联网产业朝生夕替，技术快速
更迭升级， 只有打造强势产业链条，
全力创新创业，才能稳立潮头，在新
时代迈向高质量发展。 ”

“特色小镇是在几平方公里土地
上集聚特色产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相融合，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
区的创新创业平台。 ”万宝新区党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肖雄杰介绍。

“娄底南·联创小镇”依托沪昆高
铁快速便捷的交通优势，以娄底高铁
南站广场区域为核心， 向周边 2.5 平
方公里延展，将紧扣“联想联通联盟，
创新创业创造”主题，把天南地北的
互联网优势企业和优秀人才联合、凝
聚起来，为他们创新创业创造搭建平
台，培育以互联网产业为主，产城融
合、 人文并举为特色的互联网小镇，
打造成为集技术研发、 产品推广销
售、文旅推广、大数据存储和展示、区
块链、创新创业、电子商务和直播等
于一体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

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一核、一街、
两区、三园”的功能结构。 逐步实现

“互联网企业集聚、互联网产业完善、
互联网研究领先、 互联网技术高端、
互联网产业服务一流、互联网产业人
才高地”的发展目标。 着力打造全国
互联网小镇新模块、湖南新型产业集
聚新洼地、 娄底经济发展新引擎，培

育以互联网产业为主， 产城融合、人
文并举为特色的互联网小镇。

一核：以高铁南站站前广场及万
宝大道北侧临街用地为核心，形成联
创小镇核心发展区，在核心区着力打
造互联网区域企业总部、 商务办公、
双创中心、中小企业孵化基地、文创
馆、建材展览展示区。

一街：位于绿轴两侧形成的东西
两街，重点打造互联网信托、保险、基
金、股权众筹、消费、跨境结算、商业
银行等业态。

两区：以站前广场绿地为轴形成
左右两个生活配套区。

三园：依据产业发展趋势形成文
创、区块链、电商三个功能产业园，其
中，文创产业园包括尖山寨自然生态
区、文化创意湾、艺术特色村落和配
套居住区；区块链产业园主要包括联
创会展中心、 区块链科教研发区、综
合商务区和精英人才社区；电商产业
园以服务 4G、5G 数据传输， 电商产
业经济、物联网经济等，包括电商服
务中心、电商人才社区、计算中心、通
信中心四大项目。

今年 7 月，“2019 互联网技术应
用·万宝峰会”将在娄底市举办，来自
全国移动互联网行业的科研院所、高
校知名专家、院士代表，以及 IT 行业
领军企业和“大咖”将齐聚“娄底南·
联创小镇”， 带来互联网产业的前沿
技术、新潮思路、专业建议、合作意
向，为园区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按
下“快进键”。

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海量
信息存储，互联网技术与青春激情在
这里碰撞；网络电商、文化传媒、平台
直播，特色产业与现代创意在这里交
汇。

浙江颐高、陌陌科技、顺德造、湘
谷科技、智慧政务区块链等龙头企业
落户入驻，240 余家互联网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争相入驻。 2018 年，互联网
产业实现产值 12 亿元 ， 贡献税收
7000 多万元，被省工信厅评为“省级
互联网产业园”。

位于娄底市万宝新区的高铁南
站，这座看似普通的交通枢纽，却隐
藏着信息技术爆炸的巨大能量。这座
湘中门户，发动“引力波”，持续“放大
招”，快速集聚和培育互联网产业，向
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另一张闪亮名
片———“娄底南·联创小镇”。

“化闲置为神奇！ ”
3 月 25 日至 26 日，省委书记杜

家毫在娄底调研指导时，对娄底有效
盘活高铁南站闲置资产、创造性发展
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做法，给予高度肯
定，并指出“山不转水转”“转变思路
是关键”。

万宝新区没有简单地以行政手段推进
互联网产业， 而是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原
则，以市场来检验。

2016 年， 万宝新区在娄底城区主干道
挂出“万宝新区互联网产业园（一期）”的牌
子，试探市场反应。 没想到，牌子一挂出，很
快就有不少企业前来咨询接洽， 不到半年
就进驻了近 20 家中小微互联网企业。

形势看好，但园区的决策者们并没有被
“胜利”冲昏头脑。 经过反复市场考察和深入
分析，互联网产业关联度高，链条带动强，又
是科技产业、新兴产业，符合发展趋势和中
央、省里决策走向，也符合市场需求，只要有
场地和便捷的物流交通，就能无限对外辐射
延伸。 园区决定“巧妙试水”，踏准互联网产
业发展的节拍，做到“步步为赢”。

围绕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建设， 娄底和
万宝新区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特意引进了
创新、创业、企业孵化的龙头企业颐高集团
入驻产业园，全程“代管”，孵化企业。 针对
湘籍、 娄底籍在外从事互联网产业的企业
家众多的特点，组织精干的招商小分队，开
展上门招商、点对点招商、精准招商，大打
“乡情牌”“亲情牌”，诚心诚意迎老乡、回故
乡、建家乡。 仅 2017 年，娄底市委、市政府
的主要负责同志、相关市级领导、万宝新区
的党政负责人，8 次赴杭州、6 次赴北京、7
次赴深圳、5 次赴贵阳、3 次赴顺德，密集到
国内 IT 产业发达地区招商，先后成功引进
了浙江颐高、陌陌科技、顺德造、智慧政务
等一批龙头企业。 这些龙头企业的进驻，吸
引了产业链上下游的一大批相关企业纷纷

入驻，迅速形成了规模与
产业集聚。

引得进、留得住，还要发展好。
万宝新区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互联网产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办公场地方面，由园
区统一租赁物业向企业提供，3 年内全额补
贴租金， 并给予企业 300-400 元 / 平方米
的一次性装修补贴；在资金支持方面，设立
每年 1000 万元的专项扶持引导资金，3 年
累计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3300 多万元；今
年， 娄底市委、 市政府还将设立规模达 10
亿元的产业基金， 专门扶持联创小镇产业
发展。 在人才奖励方面，对引进的知名电商
企业高管， 满一年期限即给予专项安家费
奖励，并出台《万宝新区“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人才奖励补贴实施办法（试行）》。

为帮助企业解决在落户、登记、社保办
理、项目申报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娄底专门
在万宝新区成立了工商分局、税务分局，万
宝新区针对区块链等产业专门组建了区块
链办公室、投资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 开展
一对一服务， 市区两级每个星期都派专人
到企业去了解情况，排忧解难；只要企业有
需要，政府就无条件做好服务；企业没有想
到的事，政府先替企业想到了，企业不了解
的政策，政府主动帮助对接落实了。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广大党员领
导干部，始终坚持服务至上的理念，始终站
在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 全心全意为企业
搞好服务， 努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
境，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企业投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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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倒贴寻企”到“争抢绣球”

———转变思路化闲置为神奇

从“孕育产业”到互联网小镇

———园区高质量发展按下“快进键”

2015 年 11 月底，投资 12 亿元、建筑面
积达 21 万平方米的娄底高铁南站两侧城
市综合体主体正式竣工， 其初衷是发展传
统商业， 将 12 亿元投资打造成 30 亿、60
亿甚至上百亿级的宏大商贸产业。

然而， 随着娄底转型阵痛增加以及人
流吸附不足，21 万平方米的场地无人看好，
曾经的梦想变成了沉重包袱和棘手难题。
园区甚至开出倒贴 3000 万的招商优惠条
件，还是没有企业敢接手。

如何突围？ 严重考验着当地的领导班子。
为彻底解决好高铁站资产闲置的问题，

娄底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刻领会省委“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着力做好处置闲置资
产与推进产业转型的结合文章。 同时，决定
突破固有的惯性思维， 摒弃传统商业模式，
利用闲置资源，打造娄底的“互联网 +”创新
创业中心，大力推动万宝新区移动互联网产
业园建设。

两年多来， 万宝新区将移动互联网产
业作为新区主导产业之一， 建设万宝新区
“互联网 +”创新创业中心，移动互联网产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
之路。 目前，该园已盘活闲置资产 12 万平
方米，入驻互联网企业 240 多家，集聚了大
数据存储与应用、电子商务、创新创业、视
频直播、 区块链研究与应用等五大业态板
块。

打造“娄底南·联创小镇”时机已成熟！
今年 3月 27日，娄底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荐国专门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
大会议， 研究贯彻落实省委书记杜家毫的指
示精神，明确了 11 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其中
重要一条就是“进一步做实做大做强移动互
联网产业园，打造‘娄底南·联创小镇’”。

4 月 2 日，娄底举行互联网产业发展专
题会议，谋划娄底高铁南站片区发展。 按照
本地园区错位发展的思路，万宝新区着力把
互联网产业做大做强， 打造互联网特色小
镇，走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成为娄底
发展新的增长极。 并决定在今年 7 月，举办
“2019 互联网技术应用·万宝峰会”，向更多
优质互联网产业企业发出“英雄帖”。

4 月 29 日，湖南首个集聚互联
网产业的特色小镇———“娄底
南·联创小镇” 正式揭牌。
至此，万宝新区互联网
特色产业集聚发
展， 又树立了一
个新的里程碑。
力争 2019 年
底形成 20 亿
级的移动互联
网产业集群，5
年打造成百亿
级产业园区。

从“巧妙试水”到“步步为赢”

———准确感知市场壮大产业

娄底南·联创小镇

娄底移动互联网产业园。

顺德造一站式家居连锁新零售平台。

（本版图片由万宝新区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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