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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 衡阳市政府与上海交通大
学签订框架协议， 共建上海交通大学 - 衡阳
5G材料与装备研究创新中心，后期还将配套
带动“产业化公司 +5G 新材料产业园”建设。
该中心建成后， 有望成为全国第一个 5G 柔
性材料产学研中心。

5G 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重要驱动力量， 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极强的“头雁”效应。此

次衡阳市与上海交大的合
作， 就是抢抓 5G 产业风口
迈出的重要一步。

创新才有话语权， 开放才有新活力。 去
年， 随着衡阳市与菲律宾黎牙实比市缔结为
友好城市， 衡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借船出
海”， 与菲律宾黑鹰汽车有限公司签订了
1200 台、总订单额达 1.4 亿元的吉普尼巴士
订单。前不久，该订单的首批吉普尼巴士已漂
洋过海运往菲律宾。

近年来， 衡阳市围绕创建国家创新型城
市目标，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与对外开放战略，

不断以创新、 开放之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

今年前三季度， 衡阳市共实现内联引资
项目 715 个，实际到位资金 408.5 亿元，同比
增长 18.48%。 其中，在今年 4月举办的“湖南
- 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活动中，衡
阳市共签约项目 42 个，引进资金达 273.8 亿
元，其中包含绿地集团、丰树集团、苏宁集团
等三类“500强”项目 14个。

创新与开放，关键都在人。 近年来，衡阳
市在积极研究谋划人才工作方面频频推出创
新之举：设立 1 亿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出台
六大吸引人才实施细则、推出人才新政“升级
版”、组织高层次人才研修考察……从制度设
计、资金保障、平台搭建、配套服务等方面出
实招、做实功，为衡阳创新发展积聚“智”力。

目前， 全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由 2 家增加
到 19家，签约院士 21 人，其中市蔬菜研究所
院士专家工作站被中国科协评为企业创新服
务成果十佳单位， 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院
士专家工作站。 该市还有各类创业孵化平台
40 个、科技创新平台 137 个，其中国家级工
程实验室 2 个、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4 个，“高
新”潜力不断激发。

今年 1 至 6 月， 衡阳市高新技术企业研
发经费支出达 18.3亿元，同比增长 22.2%；高
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568.3 亿元， 同比增长
5.7%。

同时，该市依托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
以“引资入衡”“衡品出境”“衡企出海”3 项工
作为主抓手，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
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等一

系列先行先试的政策， 积极推动全市开放型
经济跨越式发展。

目前， 全市已形成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
子信息产业，以特变电工、瑞达电源为代表的
电力装备制造业，以华菱衡钢、水口山为代表
的传统钢铁、有色产业，以得阳鞋业、南阳鞋
业等为代表的制鞋及服饰产业等 4 大外贸支
柱产业。衡阳海关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 1至
8 月，全市进出口总额达 225.2 亿元，同比增
长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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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催人进，风正好扬帆。

近年来，衡阳市全面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放大既有优势，顺应

发展大势，奋勇争做湘南湘西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领头

雁，全市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

的跨越式发展。

9 月 29 日， 粤港澳大湾区衡阳
科技产业试验区项目正式动工，预计
在未来 3 至 5 年内，项目年产值将突
破百亿元。

这是衡阳市与深圳科技园合作
以来启动的第一个实质性项目，短短
5 个月即实现从签约到开工，再次刷
新了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发展的“衡阳
速度”。

华育昌互联网平台项目布子衡
阳高新区，将构建“汽车后市场 + 金
融服务 +智慧交通”的互联网平台体
系；G7 无车承运南方运营总部项目
落户衡山科学城，计划引进全球最大
的物流车队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与
深圳横岗 150 余家眼镜企业达成合
作意向，将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级眼
镜产业基地……

金秋时节，众多客商从沿海地区
前来衡阳考察项目、洽谈合作，处处

都是欣欣向荣之景。
众多项目战略布局，为何独青睐衡阳？衡阳

市发改委负责人如此解答：“衡阳历来是投资兴
业的热土，它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便利的区位交
通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尤其对许多东部转移企
业而言，我们还具备政策扶持优厚、人力资源丰
富和要素成本低廉等优势。 ”

衡阳市是全国 26个老工业基地之一，全国
45 个公路铁路交通枢纽城市之一，更有“有色
金属之乡”“非金属之乡”“鱼米之乡”“油茶之
乡”的美誉。 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
让衡阳在新一轮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发展浪潮中
抢占潮头。 去年，李克强总理来衡阳考察，殷切
嘱托衡阳要当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领头雁。

不负嘱托，勇挑重担。衡阳市在发挥既有优
势的基础上， 积极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环
境，进一步将“优势效应”放大。

深化改革，广施良策。 衡阳市出台了《争当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领头雁”推动衡阳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并配套推出招商引资“黄金三十条”
等系列政策，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制度保障。同
时，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最多跑一次”改
革，进一步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还优化配置人
才、用工、土地、能源、信贷等生产要素和资源，
打造优质政务环境，吸引企业集群入驻。

自 2011 年获批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以来，衡阳市先后承接沿海转移企业 682 家。
今年上半年，衡阳市新引进“三类 500 强”项目
14个，签订投资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6个。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预计到
2025 年，衡阳市将引进“三类 500 强”企业 40
家以上、 产业承接各项指标均居湘南湘西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前列。

香港建滔化工集团继 2018 年在衡投资
30 亿元，启动年产 20 万吨电子级环氧树脂、
年产 2400 万张覆铜面板项目后， 又与衡阳
市松木经开区签订总投资额达 15 亿元的年
产 4.3 万吨电子级铜箔项目； 特变电工拟在
衡新增南方智能电网科技产业园项目， 解决
现有产能瓶颈，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升级转
型，打造高端设备智能化研发、制造基地；常
宁市湘南纺织产业基地迎来第一批 16 家入
园企业， 该基地业务涵盖牛仔服饰生产全产
业链， 将打造成全省最大的牛仔服饰产业集
群……今年来，衡阳市产业项目喜讯连连。

要演奏激昂雄壮的发展进行曲， 既要蓄
势待发、全身而动，又要主次分明，集中力量
打造拳头产业。

今年 7 月， 衡阳市委第十一届七次全体
会议上提出，到 2025 年，要打造以有色冶炼
循环经济产业、 盐卤化工循环经济产业为主
的循环产业，以比亚迪轨道交通智能产业园、
特变电工南方智能电网科技产业园等为主的
先进制造产业， 以新能源汽车为龙头的整车

制造产业等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
新能源汽车，是衡阳着力打造的“千亿”

集群产业之一。 年产值 180 亿元、可满足 30
万辆纯电动汽车的配套需求的凌帕新能源项
目开工奠基， 恒天新能源汽车南方总部基地
项目全面推进，比亚迪 40万辆新能源汽车车
灯项目也即将完工投产……今年来， 衡阳市
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

衡阳人的“新能源汽车梦”远不止于此。
去年底， 衡阳市在城市版图的西部画了一个
“圈”，横跨蒸湘区、衡阳县，矢志打造全国领
先的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高地， 建设一座产
业发达、绿色生态、宜居宜业的“衡阳汽车产
业新城”。

工业产业如火如荼， 绿色田野生机无
限。 衡阳是全国油茶种植面积最大的地级
市，漫山致富果，农民展笑颜。 近年来，衡阳
市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因地制宜推出油茶这一强农富民的“千
亿”品牌产业，并提出打造“中国油茶第一强

市”的总目标。
在各大强油、惠油政策下，衡阳市不断改

良品种、突破种植难题，大批老油茶林通过低
改垦复发出了新枝， 新油茶林面积也在不断
扩大。截至今年 10月 15日，衡阳市已完成油
茶新造 24.79万亩。

衡阳还推动油茶加工企业积极引进和研
发新技术、新工艺，充分挖掘油茶功能，利用
茶油及副产物加工食品、保健品、护肤品等，
把油茶产业建设成链条完整、 竞争能力较强
的大产业。 目前， 衡阳市油茶种植面积达
417.49万亩， 预计茶油年产量和油茶综合产
值将双双较去年增长 15%以上。

“一亩茶山百斤油，家家户户不用愁。 ”
2018 年， 衡阳市油料产量较 1949 年增长
273倍。

目前，衡阳市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轨道
交通、精细化工、纺织服装、全域旅游、农副产
品种植加工等若干千亿级产业集群雏形初现，
成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

聚 焦 重 点 培育千亿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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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帕新能
源项目在衡开
工奠基。

罗盟 摄

建滔化工集团投资建设的年产 10 万吨烧碱项目、年产 5 万吨的环氧氯丙烷项目均已建成达产。 罗盟 摄

正在崛起的湘南纺织基地。 成俊峰 摄

▲湖南衡山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们正开足马力赶制
即将发往菲律宾的吉普
尼汽车。 罗盟 摄

▲常宁油茶深加
工车间。 成俊峰 摄

▲比亚迪轨道交通产业园项
目于 2017 年落户衡阳。图为比亚迪
“云轨”实车展示。 唐曦 摄

▲衡阳市首个按照国家
级 标 准 打 造 的 3.0 版 孵 化
器———科创智谷。 该中心已成
为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
强劲引擎。 成俊峰 摄

衡阳市白
沙洲工业园。

彭斌 摄

创 新 开 放 发挥头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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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争当领头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