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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
个党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

走进万宝新区，无论在项目
建设工地还是在企业服务一线，
无论在生产车间还是在办事工作
窗口，一面面党旗迎风飘扬，一群
群党员热情服务，庄严的党徽在
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2019 年 9 月 11 日，机关全体
党员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正
式启动该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

9 月 12 日，召开专题会，成立
万宝新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制订主题教
育实施方案等文件。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

9 月 18 日，举办为期一周的
主题教育读书班（扩大）。

9月 23日和 10月 25日，开展
以“明初心、守初心、坚定理想信
念”和“担使命、履职责、矢志为民
服务”专题学习研讨。

10 月 31 日，召开调研成果交
流会。

一场场主题教育特色活动密
集开展，园区党委班子，通过对照
党章党规找差距，深入企业、扶贫
村讲专题党课、征求意见、开展主
题调研等，共征求意见建议 112
条，剖析查摆班子和班子成员问
题清单 57 个，制订专项整治方案
4 个，梳理问题 11 项，查摆出安置
成本价购房等 8 条“老大难”问
题。广大党员深刻剖析自我，到
一线整改和解决问题，全力践行
初心和使命，主动带头干事创业，
主动找位作为，为园区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动力。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统领，新区认真落实党
委书记“第一责任”、基层党支部
负责人“直接责任”的职责，建立
健全党委定期研究基层党建和班
子成员党建联系点项制度，做到
定时开会、定时检查、定时解决难
题。同时，全面落实基层党建各
项工作任务，加大党建工作指导
员选派力度，选派 22 名党建指导
员入驻新区所有支部，以基层党
建工作的提高，推动园区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2019 年，严格对照“好干部”
标准，坚持以实绩论英雄、用干部
的用人导向，园区在副科实职干
部中提拔了4名主任科员，投资公
司提拔了4名中层管理人员，真正
把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
事、不出事的好干部选拔到合适
的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出台《万
宝新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人
才奖励补贴实施办法》，
对从中国科学院院士到
全日制研究生、双一
流院校毕业生等 7
类 人 才 都 给 予 奖
补。目前，已有7
家园区企业共
107位各类人
才申报了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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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而上，运筹帷幄搏风浪；

奋进前行，开足马力勇闯关。

隆冬时节的万宝新区，依旧暖风徐

徐，生机勃勃。聚力高品质项目，助推

高质量发展，这里激情唱响“主旋律”，

动力澎湃……

2019 年全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8.9%，内联引资 94.8 亿元，实际

到位外资7300万美元，实现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4.4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1332

万元，同比增长33.61%。

万宝新区党委书记伍鹄对发展充

满信心：“中流击水，踏歌前行，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引擎，广大

党员凝聚干事创业的磅礴动力，在产业

集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昂首阔步，

坚定不移，创造出一个个发展奇迹。”

万宝新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肖雄杰介绍：“突出目标引领，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企业服务三大主攻点，统筹推进

各项重点工作，提速提效，精准发力，经

济社会发展质量效益显著提升。”

2019年12月9日，落日的余晖泛着金黄色的
光泽,透过落地玻璃窗,把“娄底南·联创小镇”整
片楼群照耀得明亮辉煌。在园区内颐高创业小
镇一楼创业大厅颐品汇会议中心，娄底开拓中小
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彭祖菊正与团队沟通
次日视频直播扶贫的产品与内容。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万宝
新区将移动互联网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之一，努力
打造“娄底南·联创小镇”。围绕“联想联通联盟
创新创业创造”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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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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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5日，省委书记杜家毫在考察娄

底移动互联网产业园时，高度评价其“化闲置为
神奇”；7月29日，全省产业项目现场观摩会在“娄
底南·联创小镇”进行观摩，得到省委、省政府充
分肯定。

目前，该园已盘活闲置资产 12 万平方米，入
驻互联网企业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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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快速孵化和聚集，产业迅猛发展和壮
大。去年，在 2019互联网应用技术·万宝峰会上
又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单位签订11个合作协
议，进一步推进产业集聚的形成。

“视频直播板块”方面——截至目前，陌陌科
技、佳悦文化、叶家军、方圆几里等直播企业实现
产值 15亿，税收5858万元。

“区块链板块”方面——娄底区块链展示中
心、娄底区块链创业中心于 2019 年 6 月底

正式投入营运；成立了全省首家区块链产
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湖南链城私

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首期
基金规模1亿元。新引进杭州趣链、

德方智链等知名区块链企业。全
市“一区两市两县”38 万多套不

动产、23 万多户家庭完成不动
产信息的上链；湖南智慧政务

区块链公司已成为全国政
务区块链实施标准的牵头
单位和首批通过国家工信

部区块链项目备案的企业。
“区块链+政务服务”得到了央
视的高度关注和持续报道。
“电子商务板块”方面——顺

德造设计云平台大数据已经收录全
国 70%、娄底 95%以上的户型，实现

线上线下销售 2.3亿元，签约 3.6亿元，
今年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5 亿元；叶家

军·万宝购扶贫电商平台与娄底 5 个县市

区22个村签订农特产品合作框架协议，平均每个
月 实 现 订 单 数 超 过 1.5 万 单 ，发 送 包 裹 超 过
2万个。

“创新创业板块”方面——娄底颐高“双创”
基地孵化项目 27个，获得风投（天使）投资企业 3
家，实现营业收入3.5亿元，税收1783万元。

“大数据板块”方面——湘谷科技已在高铁
南站广场西侧四楼建成一期200个机柜的IDC大
数据机房，与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开展大数据合
作；“手拉手”公司与湖南大学共同开发的“儿童
防溺水监测与预警系统”即将在娄底市范围内推
广应用，“学安宝”校园安全监控管理平台已在
200多所学校推广应用，用户达30多万。

把做强产业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快进键，把加快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主引擎。万宝新区加速推动新旧动能、业
态和发展模式转换，鼓励企业千方百计扩大产
出，达产增效，推动企业腾飞，工业壮大。

2019 年 12月 30 日，娄底大道（城区段）正
式试通车，实现娄底大道在建路段已全部建成
试通车。新区对重点项目实行挂图作战，按月

“进度上墙”。其中金海学校、五官科医院、博一
检测中心、中禹新材料产业园、胤安科技、碧桂
园二期、大汉龙城等 12 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同丰科技、电商（冷链）物流园、湘谷大数据机
房、娄底大道（新区段）、碧桂园一期等7个重点
项目竣工投产或投入使用。

把推进招大引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
石，把增强载体功能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
撑。万宝新区不断完善硬件设施建设加强园区

“硬实力”，提升园区的承载能力，提升“筑巢”质
量，吸纳“凤凰”而栖，招商引资喜事连连。

2019 年 12 月 4 日上午，新区举行娄底金
海学校、同丰科技永磁直驱装置和万宝新区大
井路、畔山街城市路网 3 个项目集中开（竣）工
仪式。其中娄底金海学校是长沙金海教育集
团倾力打造的十二年一贯民办寄宿制学校，也
是新区引进的重点民生工程，占地面积 105
亩，计划开办小学、初中、高中共 72 个班，办学
规模 3500 人，总投资 6 亿元，将于今年秋季建
成开学。

2019年拜访和接洽客商200余批次，考察
京东、恒大、中铝、华太极光、陌陌、北大金秋、盛
世光明、金海教育等近百个企业和项目，与碧桂
园、大汉集团、浪潮集团、金海教育、北京盛世光
明、杭州趣链、58科创等13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75 亿元，同时引进 50 余家总部经济企业。其

中30亿元项目1个，20亿元项目1个。与清华
紫光、58集团、浪潮集团、金科集团等企业达成
合作意向。

把服务作为园区发展的“生命线”，把营造
良好营商安商稳商环境作为重要的发展要素。
万宝新区成立优化企业服务工作部门，整合资
源，明确分工，层层落实，切实把优化企业服务
工作抓紧、抓好。制定出台《万宝新区关于支持
娄底南联创小镇产业发展的激励办法》《万宝新
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人才奖励补贴实施办
法（试行）》等扶持政策，并落实相关优惠政策。
全年给予资金支持、优惠政策兑现近3500多万
元。成立高铁南站综合服务中心、投资服务中
心，全方位为入驻企业提供服务。重点项目建
设实行“六个一”工作机制，为企业及时解决各
类问题300余个。

潮起两岸间，乘风正远航。
站在新的起点，迈向新的征程，万宝新区迎

着发展的激荡风雷，踏着时代的铿锵鼓点，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撸起袖
子加油干，再鼓干劲，再添激情，再求突破，再创
辉煌，奋力跑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加速度。

党建引领，干事创业动力强劲

特色发展，转型升级激发活力

百舸争流，产业经济行稳致远

中流中流击水击水 踏歌踏歌前行前行
——娄底市万宝新区高质量发展综述

2019互联网应用技术·万宝峰会。

高铁步伐
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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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新区机关党员赴蔡和森纪念馆举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仪式。

娄底市2019年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竣）工仪
式万宝新区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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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娄底市万宝新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