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3年共实施市重点项目95个，总投
资达 416 亿元，涵盖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文化创意及现代服务等领域，其
中，贝蓝斯科技园、湾田科技园等 45 个项
目投资过亿元，创新创业中心、新兴金融中
心、电商中心等 20 个项目投资超过 10 亿
元……”

回望衡阳高新区过去 3年的项目发展
数据，不难发现“亿元”项目乃至“10 亿+”
项目遍地开花，项目引进的“质”与“量”齐
飞。

2019年6月动工建设的衡阳杉杉奥特
莱斯，就是衡阳高新区引进的“10 亿+”项
目之一。该项目由浙江杉杉集团建设，致
力打造国际一线品牌集聚地，集休闲、娱
乐、体验、度假与商业购物于一体的城市生
活广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规模最
大、档次最高的奥特莱斯，极大地丰富衡阳
市商业业态，提升高新区以及衡阳的城市
品质。

“我们在选择投资地的时候，不仅看园
区的‘硬条件’，更看他们的‘软实力’，园区
的服务态度与办事效率，直接和项目见效
速度挂钩。我们选择落户衡阳高新区，正
是 因 为 他 们 良 好 的 营 商 环 境 和 服 务 水
平。”衡阳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工程总
监薛良平说，项目实现2019年当年签约落

地、当年动工建设，计划于今年国庆节前正
式营业。

面对困难不讲条件、想方设法迎难而
上，是衡阳高新人的普遍办事准则，也是他
们留住大项目、好项目的原因。

总投资约 10亿元的半导体 5G终端装
备科技园项目，是从深圳市引入的优质高新
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值 14 亿元以上。
这一项目已于2019年10月顺利签约，但这
个项目在落地之初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项目落地之前，他们提出了场地承
重、配套公寓等方面要求，但是当时我们场
地有限，没法满足所有要求，项目引进一度
陷入瓶颈。但我们没有放弃，积极联系开
发区其他企业，通过‘腾笼换鸟’的形式，顺
利留住了这一好项目。”衡阳高新区招商局
负责人说，目前，项目场地已确定、建设方
案已出炉，项目工期排班也正有序推进。

不仅如此，园区还全面推进“多证合一”
“最多跑一次改革”改革，开展“三为三难”
“三强”“扫黑除恶”专项整治行动，对公职人
员扰乱经济秩序行为零容忍，全力打造便捷
高效、公正法治的营商环境。

东风劲，斗志浓，倾情护得春满园。在
2020年里，衡阳高新区必将以更将昂扬的
姿态，以项目发展助推衡阳在高质量发展
的跑道上振翅高飞。

风起高新满眼
——衡阳高新区推进项目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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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深冬，寒意袭人，但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里，车辆

穿梭、机器轰鸣、塔吊林立，依旧一片火热场景——

创新中心、创业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电商中心、总部

中心、商会中心、大健康中心、产学研中心和文化体育中心“十大

中心”拔地而起，即将成为衡阳乃至湘南地区的创新港、信息港

和总部经济区；

衡变科技园、贝蓝斯医疗器械装备科技园、南华科技园、同

祺生物医药科技园、湾田科技园、安发电子信息科技园、盛乾金

融信息科技园、半导体 5G 终端装备科技园、七星智能装备科技

园和兰玛生物医药科技园“十大科技园”蓬勃蓄势，将打造一大

批年产值逾数百亿元的科创高地；

新媒体产业园、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智能机器人产业园、人

工智能产业园、智慧物流产业园、文化教育产业园、文旅产业园、

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园、高端电子信息产业园和半导体科技产

业园“十大产业园”规划待建，将为促进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高新区尽快建成国家一流高新区迈出重要一步……

2019年以来，衡阳高新区全面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和“基

础设施补短板年”活动，干群齐心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和优化营商

环境，全年共实施重点项目 90个，其中省重点项目 1个，市重点

项目27个。杉杉奥特莱斯、银泰城商业综合体、安发电子信息产

业园等12个项目的投资额都在10亿元以上，占项目总数的39%。

发展东风劲吹。行走在衡阳高新区，处处奔涌着蓬勃朝气

的发展热情，迈开着你追我赶的奋进脚步，让人感受到“风起高

新满眼春”的强劲脉动。

2019 年 10 月中旬，天津奥瑞
克电梯董事长刘永远来衡阳高新区
投资考察。当他听过高新区产业轴
发展布局与规划后，当场表态同意
落户衡阳高新区。

“必须确保客商顺利进场、尽
早投产，大家要全力以赴抢进度，
用我们的付出换客商的满意。”衡
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欧杏态度坚
决，带头督促在项目一线，并组建
了一套领导班子、一张进度清单和
一个调度微信群，为如期交地“保
驾护航”。

“我们一天一调度，有专人在
调度微信群内收集推进中存在的
问题，并当天把问题反馈至相关部
门处理督办，相关部门必须当天作
出处理或批复处理意见。”衡阳高
新区经发局负责人告诉笔者，“问
题不过夜、交办当天复”是他们调
度的成效，也是他们快速推进项目
的“秘诀”。

2019 年 12 月底，经历短短 3
个月时间，衡阳高新区就做好项目
用地征拆、场地平整、便道拉通和
新厂房调整规划、周边道路规划等
前期工作，工期比平时快了一倍不
止。

“我都没想到这么
快，这给我们落户发展
极大信心，对我们尽快落
地 项 目 也 是 一 种 鞭 策 鼓
励。”刘永远说，在高新区投资
兴业，分秒抢进度、分秒见效率，
如今他准备加大原计划在衡的投
资力度，正与园区沟通扩大项目用
地规模。

衡阳高新区全员上下的倾情
付出，不仅赢得客商盛赞，也为园
区项目建设东风更添助力。

2019 年园区项目数量与总投
资额连续 6 年创历史新高，这既是
对园区工作的鼓励，也为园区项目
落地与推进带来不小压力。

为确保项目建设速度、质量与
效益同步提升，园区为每个项目规
划好“办事清单”与“时间表”，并推
行限时办结、首问责任制、责任追
究制和“一周一督查、半月一调度、
一月一通报、一季一讲评”的“四个
一”推动机制。园区还牢固树立

“速度服从安全、速度服从质量”原
则，严守项目安全、环保底线，从项
目生成、推介、投融资、考核等各方
面形成更加长效、健全的管理工作
机制。

前不久，衡阳高新区4.0版孵化器
平台——创新中心，在北京与898创新
空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牵
手”，双方将携手打造“衡阳高新区898
创新中心”。该中心将参照北京898创
新空间运营模式，打造成集科技创新、
金融投服、信息咨询于一体的科技企
业服务平台。

当天，“中国衡阳·898 创新中心
资产运营服务项目”、肉联所中国总部
暨猪业博士小镇项目、中国联通衡阳
大数据中心、中西“一带一路”文化体
育合作项目等 16 个投资项目，正式与
衡阳高新区签订平台入驻协议，总投
资额达 39.8 亿元，将为推动衡阳乃至
湘南地区高新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
献。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衡阳高新区始终围绕“高新”布局
产业发展。园区重点布局了以创新经
济、新兴金融产业为主的陆家新区，以
健康产业、电商产业、创意产业为主的
衡州大道现代产业轴，以湾田科技园、

安发电子产业园、衡变科技园等产业
园区的升级改造为依托的南部工业更
新改造区等三大产业带，吸引优质高
新企业抱团入驻。

据统计，衡阳高新区 2019 年实施
的 90 个重点项目中，三分之二以上布
局在这三大区域，逐步形成衡阳经济
创新发展新引擎。

“我们注重平台的打造，‘巢’筑好
了，‘高新凤凰’自然会来。”衡阳高新
区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目前园区投
入使用的创新创业平台面积达25万平
方米，已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4 家，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共 34 家，并搭建湘南地区首家科技
成果转化交易平台。2019 年 5 月，衡
阳高新区被国家财政部、工信部、科技

部联合评定为“大中小企业融通型创
新创业载体示范基地”。

“平台组成了以大学教授、企业
家、银行高管为主的创业导师团队，经
常举办知识产权、财税政策等专业化
培训，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
境。”专注研究公共安全大数据的湖南
云界公司，入驻了去年投用的园区 3.0
版孵化器平台“科创智谷”，公司负责
人刘超对园区高新平台、高新要素与
高新企业集聚式发展充满信心。

近年来，三大产业带共吸引 700
余家研发活跃度高、研发能力强、极具
发展潜力的优质企业入驻，涵盖新一
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跨
境电商、文化创意等领域，为衡阳高新
发展注入无限活力。

倾情护得 东风劲

高新布局 结硕果

““1010亿亿++””项项目目 花满园

“科技创新 赋能高新”圆桌论坛。

高新
区 环 境 检

测行业的“领
头 雁 ”—— 湖

南中雁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杉杉奥特莱斯效果图杉杉奥特莱斯效果图。。

同祺生
物医药科技
园效果图。

陆家新区效果图。

（（本版图片由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供本版图片由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高 新 区 企
业皖湘科技自
主研发的无影
高拍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