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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李永亮

7月23日， 株洲市公布今年上半年
全市“产业项目建设年”考核评比结果。
经4大项14个小项严格考评， 石峰区综
合排名居全市第一。

区内清水塘片区株冶、株化等261家
企业关停退出，发展会否失速？当大家为
石峰区“年中考”捏一把汗时，其考评成绩
却让人为之一振。这背后有何奥妙？

立好规矩

前不久，石峰区轨道交通创新创业
园授予中车特装、天力锻业、中车八达
等3家企业“绩效考评优秀奖”，给予百
万元重奖； 另有1家不达标企业获黄牌
警告， 并上调20%租金和物业管理费。
这是石峰区推行“亩产效益”评价机制
得出的结果。

石峰区总面积91.3平方公里，绿心
面积占三分之一， 可用土地资源紧缺。
尤其是田心片区， 几无可供工业用地。
如何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该区借鉴浙江等沿海地区的管理
经验，对园区企业进行绩效评估，制定
了百分制评分细则，确定了亩产营业收
入、税收、环保等8大约束性指标，并将
其纳入企业入园合同履约条款。区里成
立由区委书记、区长挂帅的绩效考评领
导小组，每半年进行一次考核。

根据考核结果， 综合运用租金、物
业费、园区增值服务等市场手段奖优罚
劣。考核优秀的企业，每多1分给予下一
年度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减免1%的奖
励，在人才公寓、园区免费停车位等方
面给予优惠；考核不合格的，上调20%
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连续两次考核不
合格的，依法解除租赁合同。这一举措，

有效引导资源向“高产田”集聚。

选好项目

石峰区因工业而强。这里，一度聚
集了株冶等一批“大块头”企业。随着清
水塘老工业区内企业整体关停并转，产
业空洞如何快速补齐？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经济
强。”石峰区委书记张建勇介绍，区委、
区政府将区内以中车株机、中车株洲所
等优势企业为龙头的轨道交通产业作
为主攻方向，重点发展“1+3+4”8个产
业链，即轨道交通核心主导产业，IGBT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新能源汽车动
力、 现代物流3个轨道交通配套关联产
业，清水塘转型、商贸三产、建筑及房地
产、文旅休闲4个方面产业。每个产业链
均明确了一名链长、 一个责任部门，聘
请了一批招商顾问， 策划了一批项目
库， 目前已制定轨道交通和IGBT产业
链规划，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此基础上， 由区领导担任链长，
组建专门班子， 绘制产业链布局图，挂
图作战。 以轨道交通主导产业为例，由
张建勇任链长， 绘制产业链布局图，明
确整车、车辆段、供电系统等8个产业组
成部分。以此为纲，发改、招商等部门靶
向招商，引进补链、强链企业超过80家。

今年来， 围绕8大产业链核心零部
件和关键环节， 石峰区组建专门班子，
赴珠三角、长三角以及西安、哈尔滨、台
湾等地对接洽谈。成功引进轨道交通车
辆制动风源系统、中铁电气新型绿
色工程材料、台湾商品城等产业项
目26个，总引资达80亿元。

在积极引进好项目、好企业的
同时，对不符合环保、安全底线要
求和“一主一特”（轨道交通为主、

功率半导体为特色）产业布局的项目原
则上不予引进。今年来，石峰区拒签项
目6个， 从源头上守住引进项目质量和
效益。

做好服务

石峰区建立的企业评价体系也像
一套“护企方案”，既大张旗鼓地奖励先
进，也给暂时落后的企业以压力。

“一流的产业，呼唤一流的企业。”石
峰区区长邓元连介绍， 目前石峰区传统
产业的“减法”“除法”都已做完，在推动
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政府重在做好服务。
区里成立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常驻园
区办公，就近提供“一站式”服务；全面推
行项目“代办”“带办”制，聘请第三方机
构帮助新入园企业办理报批报建手续，
并按政策免除相关服务费用等。

石峰区还加快建设金盆岭公园、雪
峰岭公园、 雪峰岭学校等公共配套项
目，着力提升宜居宜业环境。

好服务换来好回报。今年来，在石
峰区，中车株机时速300公里动车组、中
车株洲所创新实验平台等一批重大产
业项目开工，复兴号动车组“绿巨人”、
新型双层动车等一批高精尖新产品下
线。同时，铁建道岔轨道交通先进制造、
中铁物资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项目相继
落地，中车物流湘欧快线开通。上半年，
该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剔除株冶关停
搬迁影响，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工业增
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8%、12.8%。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黄姿 ） 今天，记
者从长沙经开区获悉，园区1至6
月规模工业总产值达1192.7亿
元，同比增长10.1%，规模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8%。

在国内基建投资、 生产制造
工艺升级和“一带一路”等多重因
素推动下， 长沙经开区工程机械
产业持续回暖，1至6月完成产值
706亿元，同比增长45.3%。园区
上市企业三一重工预计今年半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65亿元到70亿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增加31亿元到36亿
元，同比增加91.82%到106.58%；
山河智能预计净利最高可达3.29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0%。

电子信息产业实现稳步增
长，完成产值94.8亿元，同比增
长22.5%。其中，蓝思科技加大
了对国内品牌客户的创新支持
与供货保障， 国内外品牌中高
端手机前后盖3D玻璃产品的销

量显著增多，在智能穿戴设备、
中高端车载设备等相关领域的
产品也实现了较快增长。1至6
月，公司产值同比增长31.1%。

长沙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面对新的经济发展
形势， 长沙经开区聚焦经济抓项
目兴产业，突出抓好“产业项目建
设年”“营商环境优化年”“腾笼换
鸟突破年”，1至 6月完成投资
87.24亿元， 完成全年目标的
58.84%。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刘建民

“巡察制度真正好，老虎苍蝇
无处逃；生态防治来监督，群众小
事挂心间……”7月30日，会同县
退休干部唐永灿写了一首诗，送
给怀化市委第五巡察组， 称赞巡
察组及时帮助解决圈养生猪污染
环境问题。

7月10日，怀化启动为期30

天的污染防治专项巡察。7月19
日上午， 怀化市委第五巡察组
接到群众反映， 会同县粟裕公
园小区旁原轧钢厂废弃厂房里
有人养猪，污染环境。巡察组副
组长谭庆津等4人立即赶赴现
场察看， 发现养猪场属于城区
限养区，养猪8头，污水直排城
区河内，臭气熏天。巡察组当即
向会同县委下达立行立改问题
移交单。 会同县委立即责成相

关职能部门依法查处。
会同县城管和综合执法局、

林城镇收到整改任务后， 于当天
下午依法对养猪场予以取缔。7月
22日上午，林城镇镇长吴青云现
场督促， 拆除了用于养猪的废弃
厂房。

据了解，至7月底，怀化污染防
治专项巡察共发现群众身边的环
境问题31个，立行立改14个，余下
17个将在30天内整改到位。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郑丹枚 邓星照 )昨天，邵东
第三届书包文化节暨“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爱心捐赠活动举行。
今年1至6月， 邵东企业出口箱包货值

1.2亿美元，产品销往东南亚、中东、南
美等89个国家和地区， 预计今年箱包
出口可突破5亿美元。

邵东箱包皮具产业起步于上世
纪70年代末。近年来，邵东制定了一

系列政策，倾力打造品牌基地，推动
箱包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中国8大箱
包生产基地之一、 国家级外贸转型
升级示范基地。目前，邵东拥有布匹
皮革配件市场3个、生产园区2个、产
品交易中心2个，箱包生产及配套企
业达2000余家， 销售企业1700余
家，从业人员达8.76万人，带动就业
20余万人。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坤 杨万里 杨芳明

时值盛夏，永州市零陵区凼底乡
桴江村，一片葱绿的人工林，一眼望
不到边。已生长成林的杉树、松树刚
劲挺拔，青翠欲滴。

“原来，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四处
都是荒山秃岭，黄土裸露，每逢下雨，
山沟里的水都是黄的。”7月29日，记
者来到这里，再也见不到当年荒凉的
影子。村民唐军华说，是唐生中历经
20余年的艰辛，换来了这片生机盎然
的绿色海洋。

今年57岁的唐生中是桴江村人，
是一位退伍老兵。 上世纪80年代，他
在广西军区某部服役， 曾荣立三等
功。“年轻的时候我就冲着那身绿军
装去的，穿上军装保家卫国很自豪！”
说起那段军旅生活，30多年后， 唐生

中依然心潮澎湃。
1985年， 唐生中退伍回到家乡。

在部队保家卫国， 回家也要建功立
业。看到村里这么多荒山荒岭，唐生
中决定在荒山上做文章，“要让荒山
变绿洲。”回家不久，唐生中走上了漫
漫植树造林之路。一开始，他在自己
家里的责任山里种， 很快种满了。后
来，他又不断向村民租地种树。

2005年，桴江村将村里荒山公开
招标，唐生中又中标3000亩 ,但资金
缺口比较大。那几年，唐生中除外出
向亲戚朋友和战友筹资外，一直住在
山上临时搭建的茅草房里，甚至过年
都是一个人吃住在山里。“看着自己
一点点开出来的山，长出绿叶的幼苗
和茁壮成长的树木，心里就很有成就
感。”唐生中说。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绿色一点一
点蔓延 ，600亩，1000亩，3000亩，

5000亩，10000亩……在那片荒山
上，唐生中种出了一片令人神往的绿
色海洋。

近几年来， 唐生中还发动村民植
树造林。他无偿为村民提供树苗、提供
技术，帮助村民承包荒山，还通过传、
帮、带，让村里几个年轻小伙子也成了
造林大户。 他还聘请3名村民当护林
员，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目前，全村
累计造林1万余亩，大多树木都已成林
成材。后来，唐生中又带领当地村民利
用林地资源养殖黑山羊和黄牛， 促进
村民增收致富。

“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这片葱绿苍
翠的树林，心里就感到非常舒畅，这么
多年没白忙。”唐生中感慨地说。山里随
着树苗成木成林， 多年未见的野猪、野
鸡、野兔等动物也越来越多，空气越来
越好，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每逢下
雨，浊水横流的场景也少了。

� � � �石峰区对产业项目实行“亩产效益”评价并施行差别化政策，
引导资源向“高产田”集聚———

“亩产”论英雄
长沙经开区工程机械产业持续回暖

上半年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0.1%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潘静宜 李莉 ）7月
31日上午，益阳市明清古巷文物
修复工作正式启动，3处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和38处文物保护点将
得到保护性修复。

益阳市明清古巷总体在明代
形成， 现存建筑以清代及民国时

期的为主。这里有被誉为“江南最
美小巷”的魏公庙、玉陵坡、灯笼
馆等3条古巷，有全国罕见的“拱
券撑墙”式建筑群，还有海员俱乐
部、刘公馆等文物点。2016年起，
益阳市资江风貌带建设指挥部、
资阳区政府、 益阳市城市建设投
资运营集团公司共同保护开发明

清古巷，已对3条古巷进行抢救性
修复，并在征地拆迁、规划设计、
招商引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明清古巷项目以“老益阳的底
片、新益阳的形象”为总目标，将分
段实施文物点修复、基础设施配套
建设完善、旅游项目建设等，预计
2021年7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益阳着手修复明清古巷

� � � �怀化开展污染防治专项巡察， 一处隐身废弃厂房的小猪场
被依法取缔———

巡察“利剑”除臭气

老百姓的故事 脱下绿军装 种出万亩绿

邵东举办第三届书包文化节
今年箱包出口可突破5亿美元

7月29日，溆浦县
中都乡长丰村， 村民
对通组公路进行硬化
施工。近年来，该村新
建、拓宽、硬化公路27
公里， 新建桥梁2座，
把贫困山村“慢交通”
变为“畅交通”，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
振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张微渺
摄影报道

铺就
“小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