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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易经开区是“龙头”，湘潭县一些小的园区，在这个
“龙头”的带动下，产业也开始兴旺起来。 湘潭县“一区带多
园”战略，是以湘潭天易经开区为龙头，设立湘潭天易示范
区青山皮鞋工业园、湘潭天易示范区茶恩竹木工业园、湘潭
天易示范区杨河工业园，推动乡镇工业发展。 自 2014 年 3
月份授牌以来，各乡镇工业园区均成立园区建设领导班子，
突出抓好征地拆迁、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管理和服务
等各项工作，园区建设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

“多亏了湘潭县、天易经开区的领导，为项目顺利投产
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佳海新城项目负责人由衷而发的感
慨。 湘潭佳海产业新城位于天易经开区香樟路与海鸥路交
会处。 湘潭佳海产业新城总体规划 80 万平方米，预计项目
投资约 30 亿元，是以“第五代墅级产业新城”为标准打造的
长株潭食品医药为主的产业园区标杆项目。 在项目建设高
歌猛进、即将投产之际，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让项目方犯了
难———项目配套的污水管网无法如期接入市政管网， 这可
能导致项目无法按时投产。这个令项目方忧心的难题，在天
易经开区负责人的项目走访中被第一时间掌握。 为保障项
目正常开工， 因为多种原因被暂停的湘南路及其路段市政
管网建设工程迅速启动， 同时在天易经开区负责人的重点
督办下迅速推进。

在天易经开区另一个重点项目———广州酒家利口福湘
潭基地的投产仪式上，广州酒家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伟
兵说，项目启动后，8 个月建成投产，这样的天易速度让他
印象十分深刻。参与了项目洽谈、对接和落地的广州市国资
委主任陈浩钿对天易经开区的服务和环境赞不绝口， 他高
兴地说：“这里营商环境特别好，湘潭来对啦！ ”投资商的好
评是天易经开区“保姆式”服务力促开工达效的一个缩影，
也汇聚成天易经开区项目服务和营商环境的好口碑。

在青山桥皮鞋产业园，“湖南省特色小镇———皮鞋小
镇”的牌匾格外醒目，走进园区，一派繁忙景象。今年皮鞋小
镇的生意很红火，全年已签约外贸出口订单 60 万双，目前
已完成了首批出口美国的 15 万双皮鞋订单。在杨海兵的皮
鞋厂， 笔者看到一批来自德国的订单鞋品正在赶制，“刚刚
拿到了德国客户 1.6 万双皮鞋订单， 交货期只有 10 天，要
几家厂联合生产。”杨海兵说，国内市场淡季时，多做外贸能
稳定职工收入。 青山桥镇主要负责人说：“在‘一区多园’的
辐射下，青山桥皮鞋开始做出影响，不仅成了当地的扶贫产
业，还成了镇政府的主要财税来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凸
显。 ”

为保障重点项目顺利落地， 湘潭天易经开区在服务上
下功夫，工管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服务于项目建设，定期走
访项目现场，调度项目进度，切实解决项目落地建设中的各
类问题，合力推进项目建设，充分发挥“一级带着一级干、一
级做给一级看”的示范效应。 同时，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
门式服务、一站式办理”的工作机制，对项目实行“五个一”
工作机制。 对重大项目实行并联式审批、限期办理。 完善挂
钩企业帮扶，为企业排忧解难。天易经开区“项目护建”领导
小组联合相关部门对重点项目实施保护性施工， 为重点项
目建设保驾护航，发挥园区在项目建设方面的主战场、主力
军作用。

当前，湘潭天易经开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与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相得益彰。9 月 21 日，80 余名党员干
部赴乌石彭德怀纪念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
统教育活动，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要珍惜现
在的美好生活，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听党
话，跟党走，牢记党员的职责义务，以革命先烈不怕牺牲、甘
于奉献的优良传统激励自己，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 不忘初心，感恩奋进。

“借势凭风正扬帆！ ”主题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的铮铮
誓言，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天易发展的希望，一个高质量发展
的新天易，像艨艟巨舰，驶向“深蓝”。

曾佰龙 张 缤

从乡村原野到活力新区，从农业大户到产业新

城，从江畔小镇到湘中明珠……湘潭天易示范区乘

着改革开放之势，用改革为高质量发展破题，用开

放为高质量发展拓路， 用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增力，

书写了壮阔的发展新篇章。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 天易人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一座天易产业新

城、一颗光芒璀璨的湘中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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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湘潭市湘潭县县治移址至易俗河镇，成立
县城建设指挥部暨湘潭县易俗河经济开发区，园区地处
湘江生态经济带核心、长株潭一体化城市群腹地，总规
划面积 26 平方公里，与湘潭县县城一并建设发展。

1995 年，经省体改委批准，湘潭县易俗河经济开发
区成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依托于湘潭易俗河经济开发
区，湘潭天易示范区于 2009 年 6 月 8 日正式挂牌成立,
是省委、省政府明确的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五大
示范区之一，与湘潭易俗河经开区合署办公，实行“两块
牌子，一套人马”的运作模式。

2012 年，省政府湘政函〔2012〕88 号文件明确，湘
潭易俗河经济开发区更名为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由此
开始，天易经开区从乡村原野向活力新区的转变进入了
快车道。

天易示范区总规划面积 99 平方公里， 包括湘潭县
县城，属产城融合的经济园区，功能定位为“创新服务基
地、生态工业新区”。近年来，园区大力实施“北接、南拓、
东进、西扩”的空间发展战略，全方位拓宽基础设施网
络，天易大道、芙蓉大道、湘莲大道等一大批重大基础设
施相继建成。 区内拥有日供水 16 万吨的自来水厂、3 座
大型变电站、“川气入湘”工程、日处理 7.5 万吨污水处
理厂、集中供热等设施，可充分满足园区企业和县城居
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上海农商行、长沙银行、光大银行、
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等 10 余家银行机构入驻， 区内金
融、现代物流、商贸流通、房地产、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
业体系逐步完善。 同时，全面共享县城的教育、医疗、交
通等公共服务， 工作生活十分便利， 常住人口约 20 万
人。

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让天易经开区的独特区位
优势得到全面发挥。 天易经开区位于湘潭县县城，是长
株潭特大城市群中心“南大门”，北接湘潭市区，东连株
洲，是湖南最优先发展的黄金地带和承接产业转移发展
加工贸易的洼地。 这里交通十分便利，107 国道、京珠、
上瑞等高速公路穿境而过；京九铁路、长株潭城际铁路、
京广高速铁路在这里立体交织。 湘江黄金水道在此经
过，区内有 5 个千吨级码头泊位。 距京广高铁株洲西站
仅 10 公里，距沪昆高铁湘潭北站 20 公里，距长沙黄花
机场 60 公里，立体化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方便快捷。

湘潭天易经开区所在的湘潭县，素有“天下壮县”“中国湘
莲之乡”之称，生猪、粮食及湘莲享誉国内。 如何让产业均衡发
展，尤其是在提升农业的同时，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路子，
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天易经开区当仁不让地挑起了探索
的重担， 并成功走出了一条从农业大户到产业新城的转型之
路。

2001 年起，湘潭县委、县政府相继提出“主攻工业，提升
农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强工壮县，富民惠农”“挺进全国百
强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发展思路，推动工业园区建设，易
俗河经济开发区和新县城以及县域经济发生全新变化， 一个
崭新的湘潭县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湘潭天易经开区作为新
设立的工业园区， 彼时已成为带动湘潭县县域经济发展的火
车头。

近年来，湘潭天易经开区的发展进一步提质，发展速度持
续保持在快车道，城市和产业面貌日新月异。 天易经开区的决
策者把加快产业发展作为提高园区核心竞争力的唯一选择，
高标准编制了食品医药、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科技创新发
展规划，着力培育主导产业，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在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上脚步铿锵。

截至目前，该园区工商企业总数达到 2400 余家，其中规
模工业企业 133 家，高新技术企业 38 家，获授权专利 500 余
项，建成院士工作站、省、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10 余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7 件、省著名商标 24 件。 拥有
国内最大的槟榔生产基地和湘莲精深加工基地，食品医药、智
能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3+X”
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如今， 湘潭天易经开区是湘潭市唯一拥有食品医药产业
定位的园区。 本土企业五洲通药业成为龙头之一， 弘茂湘莲

“宏兴隆品牌”成为全国驰名商标；以胖哥、伍子醉、小龙王、皇
爷等为龙头的传统槟榔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300 亿。 更有世界
500 强 ADM、珠江啤酒、广州酒家、傲农生物在此聚集。

乘着“中国智造 2025”的东风，以国家矿山产业装备集群
（电机车厂、韶力电气）、工程机械（江麓机械、力威液压）、汽车
零部件（北汽大世、靖通车饰）、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敏锐科技、
高耐合金）为主导方向的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正焕发勃勃生机。
以瑞泰科技、特种线缆、海泡石产业园等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
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以
凯依克为代表的现代服务
业后来居上。

从老工业基地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从传统工
业到新型产业……在湘潭
天易经开区，一个产品能做
成一个产业，一个产业能延
伸无数事业，柏屹自主创新
园、佳海食品医药创新产业
园、宏信创新产业园、海泡
石产业园正孕育出新的投
资惊喜。

“白天车水马龙，晚上灯光璀璨。 ”这是湘潭天易经开区居民
对城市发展感性而又朴素的认识。 日益强劲的产业实力、越来越
快的经济脉动、越来越美的城市面貌，让整个天易生机勃勃、欣欣
向荣，重新绽放出作为千年洛口和江南重镇的自信和自豪。

近年来，湘潭天易经开区围绕“进军千亿园区和创建国家级
经开区”目标，全力实施“招商一号工程”“产业发展工程”“能力提
升工程”，各项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连续五年在全省产业园区综
合评价中位居省级以上园区第一方阵。 园区先后获评湖南省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湖南省“两型”园区、湖南省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食品）、 中国湘商十大最具投资价值经济园
区、湖南省双创示范基地。 在全省 140 多个国家级、省级园区中，
综合实力稳居第一方阵。

2018 年园区完成技工贸总收入 1005 亿元，工业总产值 685
亿元，规模工业总产值 455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148 亿元，财税总
收入 15.56 亿元，同比增长均在 20%以上，增速位居全市前列，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产业投资、规模工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产值增
速领跑全市园区。 签约引进项目 53 个，合同引资 183.25 亿元，到
位资金 56.7 亿元，签约项目数量、引进资金均创历史新高。

预计 2020 年园区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千亿，并实现创建“国
家级经开区”的目标。

文化名人齐白石，为天易注入了开拓创新的文化基因。 中部
崛起的时代契机，独特鲜明的区位优势，以及高速公路、铁路、高

铁、江海联运、航空立体化交通构建起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络， 为天易经开区的崛起提
供了强大的向心力。

新型城市与工业园区
相互融合，生态宜居与工业
新城交相辉映。 作为湖南最
优先发展的黄金地带和承
接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

的洼地，天易犹如一颗
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东

方莱茵河”畔。

这是一种奋斗的力量！
今年第三季度，是项目建设“大干八九十”的黄金时

期。 湘潭天易经开区全体动员、全面部署、全员参与、全
力以赴，集中园区上下力量和资源，以 40 个项目为攻坚
重点，在全区掀起了一场项目建设“百日攻坚”大会战。

在网营物联（长株潭）智能供应链运营中心湘潭天
易项目现场，挖掘机、运输车机器轰鸣、往来不停，施工
人员正抢抓有利天气，加快土方平整，现场呈现出一片
繁忙的建设景象。 在佳海医药食品产业园，为了抢抓进
度，施工方加快项目土方平整、外墙施工等工程进度，调
集了数支施工队伍齐头并进，40 多栋厂房已经封顶。 该
项目一期建设面积 12.5 万平方米， 主要以低层精工厂
房为主，随着项目地块整块交付后，施工面全面铺开，64
栋房屋同时施工，预计今年 9 月底可全部完工，国庆之
前即将交付第一批厂房。 在联海商贸城项目工地上，天
天都有新变化———一栋栋二层小楼拔地而起，两栋高层
建筑正在加紧施工。 经历了上半年破历史纪录的持续阴
雨天气后，下半年的连续晴好天气，激发了项目方抢抓
进度的热情，铆足了劲向前推进……

一大批项目工地上的场景，组合出湘潭天易经开区
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生动全景。 走进湘潭天易经开区，
项目建设催人奋进的热情扑面而来。 一个个建设现场塔
吊林立、机器轰鸣，各个工地上都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
的建设景象，洋溢着火热的建设激情。 统计显示，截至 8
月份， 天易经开区在建项目 16 个， 其中竣工投产的 2
个，总投资 100 亿元。

为确保“百日攻坚战”取得最佳成绩，湘潭天易经开
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按照点线结合的原则，进一
步充实联系项目的“五个一”工作机制（即一个项目、一
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集中时间，集
中力量，加强统筹，加强调度，高位推动项目建设；根据
项目建设需要，重点项目成立项目建设指挥部，实行封
闭管理运行机制，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建立经开区与相
关县直部门，易俗河镇村的协调联动机制，开辟绿色通
道，形成合理合规、快捷有效的工作体系，切实解决项目
推进中的各类问题；以法治优化施工环境，维护项目建
设良好秩序，坚持互建长效工作机制，为项目建设保驾
护航。

“目前，天易正在根据时间表实施倒逼机制，全力推
动项目建设如期如质推进。 ”天易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说，
各部门单位围绕项目建设总体目标要求，进一步明确了
工作任务，落实了工作责任，分项目制定了时间表和任

务书，将对项目建设进度
情况进行一周一调度，一
月一督查，确保项目按照
预定的时间节点有序有
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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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野乡村到活力新区

从农业大户到产业新城

从江畔小镇到湘中明珠

从现在到未来

从“一枝独秀”到“一区多园”

———创业之梦在这里显现

———产业之梦在这里实现

———幸福之梦在这里呈现

———总有一种力量在砥砺前行

———新起点新使命起航新梦想

———来自湘潭的报道之十一 金霞山是天易的“绿心”。

天易经开区办公大楼。

图①②③④均为项目建设现场。

沿江风光带。

①

②

③

④

（本版图片由湘潭天易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