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3日讯（通讯员 杨彬 廖蔚薇
记者 严万达）6月28日，湖南奇秀集团、湖南省
邦一科技有限公司、 永州市盛远皮具有限责任
公司等企业集中入驻湖南（蓝山）华侨同心产业
园，投资11亿元建设皮具箱包产业项目。项目将

延长皮革皮具产业链， 助力蓝山皮革皮具产业
做大做强。

近年来，蓝山县委、县政府利用毗邻广东
的区位优势， 主动出击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承
接皮革皮具产业转移。该县制定皮革皮具产业

发展规划，出台皮革皮具和玩具产业发展优惠
政策， 并提供全程代办制、“一件事一次办”、
“帮您办”等便民政务服务，护航皮革皮具产业
发展。

该县今年成功引进皮革皮具产业项目13
个，新增投资18亿元，将实现皮具箱包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一条龙，全力打造“中国皮具创新
之都”和“中国皮革
皮具产业转移升级
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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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3日讯 （金慧 胡伟）7月1日，
由中建五局承建， 按照德国工业4.0标准建设
的长沙智能终端产业双创孵化基地项目顺利
通过竣工预验收，标志着我省最大电子类厂房
正式完成交付。

位于望城经开区的长沙智能终端产业双创
孵化基地项目，是我省“五个100”重大招商项目，

省市重大产业链建设项目，项目对标世界最先进
的德国工业4.0，将实现智慧、洁净、节能、循环等
功能覆盖，并融入中国最先进的工业化理念，全力
打造成为湖南省智能制造产业园示范型项目。

中建五局作为该项目总承包施工管理建
设方， 成立以三公司为主导的总包管理项目
部，下设土建、机电一部、机电二部、幕墙、装饰

共5个分包项目部，穿插作业，协同作战，高效推
进。在建设环节中不负众望，桩基施工阶段，52天
完成6489根桩基，比原计划提前18天；主体施工
阶段， 仅用200天完成101厂房、105动力站的竣
工交付；不到9个月，26万平方米的整个园区完成
竣工交付，刷新了产业项目建设的“望城速度”，
以确保项目快速投产。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邓晶琎） 昨晚，“浓浓三峡情， 感恩回馈
行” 兴山县对口支援答谢演出暨研学推
介会在长沙举行。

兴山县位于湖北省宜昌市。 为支
持和服务三峡工程建设， 该县移民3.4
万人， 动迁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六分
之一。自1994年以来，湖南根据兴山县
移民搬迁的实际困难与需求， 通过结
对支援、量化任务，实行一个系统支援
一个单位、一个市支援一个移民乡镇，
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全力支援该
县建设。据统计，截至目前，我省累计
援助兴山县10775万元， 落实项目130
多个，交流用工信息5000多条，提供就

业岗位6000多个。
在昨晚的活动中， 兴山县用代表当

地特色的《昭君别乡》《五碗酒》《牧马人》
等歌舞节目答谢湖南的无私援助， 并向
湖南学子推荐研学旅游线路、产品，发布
相关优惠措施。

兴山县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
王昭君的出生地，与屈原故里接壤，紧邻
三峡大坝，背靠神农架。该县为湖南学子
量身定做了专属研学路线。 湖南学子到
兴山县研学， 可以享受每人每次100元
加每天100元的补贴。此外，今年暑假还
有约30名优秀学子可以免费参与昭君
旅游“走进美人故里，探秘水电名城”游
学夏令营活动。

湖南最大电子类厂房通过竣工预验收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
者 张璇）今天，2019年岳阳市推进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工作会议在平江县召开。会议下发了《关
于加快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省
文旅厅负责人称，岳阳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在全省领先。

岳阳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组

长的岳阳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编
制了 《岳阳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总体规划
（2020—2030）》；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对重要事项
实行“一事一议”，形成部门联动、市县协同合力；
推进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打造文化旅游创意
园区；加大财政支持力度，2019年，市财政预算新
增文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000万元，并对初次获

评国家5A级、4A级、3A级旅游景区的， 分别一次
性给予600万元、50万元、10万元奖励， 初次获评
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分别一次性给
予100万元、30万元奖励。

会上，平江县仙江逸园、君山影视小镇、屈
原芈月旅游度假村等7个重点文化旅游项目举
行集中签约，总投资达257.2亿元。

岳阳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工作报告指出，
2018年全市文化产业产值600亿元，GDP占比
达5%；接待游客5761.8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67.58亿元，同比增长32.69%，文旅产业对全市
经济发展贡献度稳步提升。

岳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总动员
7个重点文旅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257.2亿元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见习记者 莫成 通讯
员 喻根深 向院来）7月2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吉首市举行2019年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当天，4个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项目
总投资达125.8亿元。

今天开工的4个重点项目， 涵盖文化旅
游、高端材料、生物科技、城市综合体等领域。

其中，“乾州古城·湘西秘境”项目，总投资60
亿元，占地3410亩，以建设国家4A级景区为
标准，打造文化展示带、生态景观带、水岸休
闲带；“世纪山水·天麓城”项目，总投资60亿
元，占地500亩，规划开发国际幼儿园、高端商
务楼、公寓等业态；吉首市卷烟材料异地技改
项目，投资总额3亿元，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

亿元，年纳税5000万元以上；高端视窗防护玻
璃及防护新材料生产线项目， 总投资2.88亿
元，主要建设智能终端模块生产线，投产后可
实现年产值6亿元， 年纳税8000万元以上，解
决就业1000人。

2019年以来，吉首市坚定不移推进“产业
项目建设年”活动，全市产业招商到位资金突
破40亿元。同时，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组
建工作专班全程跟踪服务， 确保招商引资落
地落实。优越的营商环境招徕了“金凤凰”，吉
首市也获评“2019年浙商省外最佳投资城
市”。

吉首4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25.8亿元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
讯员 苏文波 罗飞虎)近日，衡阳市石鼓区10大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据悉， 该批项目总投资达
116亿元，涵盖城市治理、综合开发、社会民生
等领域，将为该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此次开工的项目中，既有惠民生、补短板的

西湖公园片区棚户区改造、 农村公路提质改造
和中心敬老院项目，还有增动力、添活力的雁栖
湖片区综合治理开发和衡阳华耀广场休闲综合
商业体项目。其中，石鼓区雁栖湖片区治理综合
开发项目计划投资100亿元， 包括黑臭水体治
理、雁栖湖公园建设、棚户区及基础设施改造。
项目计划利用3年时间，把雁栖湖片区打造成集

公园景观、水环境治理、休闲娱乐、公共服务、
高端住宅于一体的“东方威尼斯小镇”。 衡阳
华耀广场休闲综合商业体项目计划投资8.5亿
元，将建成集商场、超市、影视、餐饮、娱乐等多
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商业购物广场，进一步便利
民生。

近年来，石鼓区大力优化营商环境，稳步
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吸引了一大批
大项目、好项目相继落户投产。今年1至5月，
全区累计实施重点项目92个， 完成投资61亿
元。其中，市重点考核项目29个，开复工率达
100%。

石鼓区10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达116亿元

蓝山今年引进皮具产业项目13个
新增投资18亿元

兴山县对口支援答谢演出暨
研学推介会在长举行

7月2日，岳阳市君山区东洞庭湖丁子提水域，民兵正进行抗洪抢险应急救援演
练。6月20日开始，君山区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应急连开展了为期12天的冲锋舟操作
训练。训练内容涵盖操舟机操作使用、故障排除，冲锋舟离岸靠岸、队形变换等科目，
提高民兵遂行紧急任务的能力。 刘清海 摄

抗洪抢险“大练兵”

荨荨（上接1版）
创新， 是株洲高新区最大的优

势。这里拥有2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国家级企业创
新平台，84个省级企业创新平台，涵
盖轨道交通、 汽车、 通用航空等产
业。以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天易科技
城、轨道交通产业园等项目为载体，
园区建成各类创新场地200万平方
米。

基于优质的创新平台， 这里成
为创新创业的热土，平均每周有1家
高新技术企业落户。罗安、欧阳晓平
等 15位院士先后在园区设立工作
站，朱强、刘正白等一大批专家来园
区创业。

园区还主动“走出去”，支持时
代电气、 时代新材等企业在海外设
立研发机构，通过吸收消化再创新，
提升园区创新能力。并对接高校、科
研院所，先后与武汉理工大学、陕西
能源化工研究院等15个单位联合设
立科研基地。

创新成果喜人。 高端电子元器
件、中速磁悬浮列车、世界最高水平
超级电容等大国重器， 均诞生在这
里。数据显示，株洲高新区每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88件， 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8倍。

产业，向中高端延伸

创新成果就地转化， 是推动株
洲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在株洲市委、 市政府大力支持
下， 株洲高新区统筹政府与社会各
方资源， 协调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
有机深度融合， 推动优势产业向中
高端延伸。

北汽株洲基地、中车时代电动、
汽车博览园……记者穿行株洲高新

区河西示范园， 这里汽车产业相关
企业密集布局， 目前已有近80家汽
车整车、零部件和机械加工企业，新
能源汽车产业本地配套率提升到
30%。今年1至5月，汽车及新能源汽
车产业产值同比增长73%，对规模工
业增长贡献率达到109.8%。

基于轨道交通产业创新优势，
株洲高新区布局了电力机车、 城轨
车辆、铁路工程机械等产业，形成了
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服务运营完整
的产业链，本地配套率达到70%，成
为国家首批10个创新型产业集群之
一。

为有效引导人才、资金、载体等
创新要素聚集， 株洲高新区相继引
进清华大学、中科院、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等高校团队与园区企业开展项
目合作。近两年，共实施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87项， 新注册企业32家。目
前，园区形成了以轨道交通、通用航
空、 新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为特
色，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现代
农业、 现代生产服务业为支撑的现
代产业发展体系。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还在汇集。
湖南海姆斯、株洲锐辉、德智新材等
项目完成研发孵化，实现产业化。智
能轨道快运系统、 智能高效动力电
池管理系统、 金属双极板氢燃料电
堆研制等由院士、 专家领衔的高端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先后落户园区。

政府，营造良好环境

创新活跃，企业云集，离不开良
好产业生态。

6月22日，记者走进株洲岱勒新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100多台设备正
在生产此前一直被发达国家垄断的
金刚石线。

“公司落户株洲高新区后，短短
半年里，从不到10人的‘小班’壮大
到300多人的‘大队伍’，离不开当地
良好的发展环境。”公司总经理康戒
骄告诉记者，通过园区“双创人才”
政策引进的10名硕士研究生和高级
工程师， 有效破解了企业人才和技
术瓶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为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株
洲市委、 市政府对株洲高新区关爱
有加。市委书记毛腾飞、市长阳卫国
多次到园区现场办公，要求市、区各
相关部门坚持“小政府、大服务”理
念，创新体制机制、赋权强园。

株洲高新区深化改革， 将25个
涉企部门、354项涉企事项全部进驻
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为创新创业提
供“一站式”服务，实现“大厅之外无
审批”。

同时，园区始终坚持招商为要、
项目为大、企业为尊，主要领导带队
招商。株洲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株洲
市天元区委书记周建光， 高新区管
委会主任朱振湘， 一方面为创新创
业营造良好生态， 一方面将主要精
力用于招商、引商、安商、稳商，足迹
遍布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产业
转型升级和投资活跃地区， 用诚意
与决心叩开一家家企业的大门，激
发一批批客商来园区投资的热情。

今年来，天元区（高新区）持续
开展温暖企业“四联行动”，即区委、
区政府领导联系产业链，区人大、区
政协联系商会，部门（集团）联系片
区，近50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对一
联系企业，排忧解难。

好环境自有好回报。 今年1至6
月，株洲高新区新签项目64个，合同
引资192亿元，另有27个项目如期开
竣工， 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再添一把
劲。

创新领航有力量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李佳怡）“未来，天心经开区将着
力打造千亿级的‘国家地理信息产业示
范园区’，那么该如何扬长避短，发挥优
势……”今天上午，天心经开区召开长沙
市大数据（含地理信息）产业发展专家智
库座谈会，邀请7位专家为湖南地理信息
产业园“把脉开方”，答疑解惑。

“这几年，地理信息为何这么繁荣？是
因为互联网的介入，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
含地理信息，而是‘＋’地理信息，把更多内
容跟地理信息关联起来……”“建议园区立
足实际，深挖特色，同时利用长沙高校云集
的优势，打造众创中心，吸引大学生前来创

业……” 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等
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发表真知灼见， 认真剖
析园区情况，提供专业指导，探索园区清晰
的精准发展之路。据了解，座谈会后，由12
位专家组成的专家智库将持续为湖南地理
信息产业园提供智力支持。

近年来， 天心经开区大力发展大数
据（含地理信息）产业，打造湖南地理信
息产业园， 搭建了湖南地理信息空间大
数据应用中心、 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
长沙产业基地、创新创业基地、人才大数
据中心等9大招商平台，形成一带（万家
丽路带）一谷（天心数谷）一镇（地理小
镇）的产业发展格局。

专家智库“把脉”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