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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我们走进湘潭高新区双马街

道新塘里社区牡丹公寓，发现这里的墙面焕

然一新，小区里铺好了排水管道。“以前这里

基础设施薄弱，排水管道更是已经瘫痪。”在

这里住了30年的郑建和感触颇深。

群众的呼声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

里。为了解决居民生活难题，新塘里社区主

动承担改造任务，积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最

终筹集 20万元，历时约 10天，完成了牡丹公

寓下水道改造，使其连接城市主干道管网。

至此，困扰居民多年的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过去一年，湘潭高

新区始终洋溢着浓浓的民生情怀，让群众

“宜居宜业”梦想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

2019 年 1 至 10 月，该区实现民生投入

2.38 亿元，同比增长 26.74%。全面完成省、

市 13 件民生实事项目，其中超额完成 7 件。

此外，累计发放低保金及各项补贴 155.37 万

元，累计救助 5103 人次，发放各类救助金

373.18 万元，支出优抚金 140.6 万元。新增

城镇就业2352人，为全年目标任务的117%。

在保兜底、惠民生的同时，湘潭高新区还

注重着力解决辖区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民生问题，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该区投

入人居环境整治资金 296 万元，出动整治人

员超 1 万人次，出动工程车辆 2560 车次，清

理陈年垃圾 2420.5 吨，拆除违章建筑 94 处

7902.14 平方米。改（新）建农村户用厕所

1047户，改造开放式垃圾池32处。完成基础

设施投入2.39亿元，铁牛埠港区二期项目、社

山港泵站更新改造工程顺利竣工。全面完成

污染防治立行立改问题 179 起，空气质量明

显好转。

为适应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湘潭

高新区还在全省首创了物业信息化建设平

台，目前已进入实施阶段，预计年内完成建设

并投入试运行。届时，区、街道、社区三级物

管体系都将在这个平台内进行统一管控，能

有效提升全区物管工作效率和行业规范化水

平。

惟拼搏者进，惟实干者胜，惟担当者赢。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湘潭高新人必将

不惧风雨、不畏险阻，始终怀揣初心、勇担使

命，继续保持昂扬斗志，以高新实践探索高质

量发展道路，用自己的拼搏和汗水干出一个

更美好的明天！

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党建工作抓得好不

好，直接影响到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发挥。2019

年，湘潭高新区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认真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深化园区改革。在

党建引领下，全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在全省产业

园区中排名第六，较2017年前进43位。

“感谢组织信任，我将在新的岗位上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去年

10月，湘潭高新区认真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项整改工作要求，用一场极富特色的

全员竞聘上岗，大力选拔、使用敢于担当作为的干

部，激活了干部职工的干事创业热情。

按照“精简、高效、统一”的原则，该区精简一

级部门副职岗位 10 个、一级部门科长岗位 39个。

立足发展优势产业链、提升服务企业群众能力等

需求，新设科技创新局、政务服务中心两个一级部

门。实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开放灵活用人机制，

以事定岗，以岗定薪，唯才是举，营造有利于人才

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环境。此次选聘的科级以上

干部中，提拔任职19人，降职使用18人，落聘待岗

3人。以党建为引领，全面深化改革，湘潭高新区

真正将甘于奉献、敢于拼搏的同志选聘到了合适

的岗位上。

“小机构、大服务”力图精简的同时提升运转

效能，“全员聘任、双轨运行”实现能上能下、唯才

是举，激发团队活力……湘潭高新区按下机构、人

事制度深化改革的启动键，激活的是高质量发展

的满腔热情。

与此同时，为提升干部执行力，湘潭高新区还

创新推出了“预安销号”制度。每月末，各部门根

据实际情况填报下个月主要工作预安排表，提请

党政办公会议审定后实施。区督查室每月底对本

月预安销号情况进行审核，完成即销号，因主观原

因没有完成的要受惩罚，“预安销号”与干部的“官

帽子”“钱袋子”挂钩。旨在通过这种方式，让全区

年度重点工作与部门月度中心工作有机衔接。

“效率更高了，作风更实了。”这是“预安销号”

给湘潭高新区带来的最大变化。数据显示，自

2013年推行“预安销号”制度以来，该区共预安排

中心工作4190项，销号4106项，完成率为98%。

——湘潭高新区2019年高质量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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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 月 3 日，“嫦娥四号”成功登月，助推

它升空的长征三号乙遥三十运载火箭上的点火

电缆，就是湘潭高新区企业湖南华菱线缆生产

的。去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发

射圆满成功。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箭体仪器

仪表连接用高温导线，以及整个发射平台所用

电气控制系统用特控电缆，又均由华菱线缆提

供。截至目前，华菱线缆已经为长征系列火箭

提供了上百次服务。

与华菱线缆一样，湘潭高新区有一大批智

能制造企业驱动着“智造谷”创新发展。2019

年，湘潭高新区兑现自主创新奖励 1026 万元，

新增高新企业 53 家，实现研发投入 12 亿元，实

现技术合同交易额 26 亿元，申请发明专利 407

件，实现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20件。湘潭高新

区创业中心更是在全国980家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考核中脱颖而出，被评为优秀（A 类）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这是该中心继 2015 年

来第4次获评为“A类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成功实现“四连A”。

“高”“新”是湘潭高新区发展最鲜明的底

色。该区出台《鼓励科技创新实施办法》等文

件，从股权融资人才引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

给予创新创业者支持。同时，试行企业集群注

册登记，降低中小微企业创业门槛，2019 年实

现集中注册企业 283 户、中小微企业注册 731

户。湘潭高新区还建成了国家、省、市三级众创

空间各2个，聚集创业团队60个、创业企业280

家。

“我们正着力引导园区企业加快智能化技

术改造，加快企业智能化示范创建步伐。”湘潭

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区已实施信息

化、数字化改造工业项目 18 个，12 家企业获得

“两化”融合示范企业，21家企业获得数字企业

称号，3家企业获批省智能制造示范车间。

作为中南地区首个院士创新产业园，湘潭

高新区院士创新产业园定位于高端领军人才项

目的培育、高端科技成果转化，在整合集聚资源

上独树一帜，成效喜人。园区整合10万平方米

标准厂房，总投资达 40 亿元，聚集 6 名两院院

士、68 名高层次人才，建成院士工作站 5 个、行

业顶级实验室3个，每年引进知名专家、学者10

名以上，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 20 名左右，形成

了国内少有的非省会城市高端“人才洼地”，为

科技创新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冬日暖阳下，走进湘潭二桥北桥头，只见位

于湘潭高新区的新松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工地上

人来人往，高耸的塔吊，一栋栋渐成雏形的厂房，

构成了一幅热火朝天的项目建设图景。

2019 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支

持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并把机器人产

业园建设作为了全省重点工作予以部署。打造

机器人产业链，是湘潭布局前沿、抢占先机的重

要选择，也是湘潭高新区积极响应湘潭市推进园

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和“湘潭向北、

西拓南延”发展战略，积极找准“智造谷”定位融

入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一招。

新松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占地 3240 亩，分 3

期建设，预计总投资120亿元。其中1期规划建

设“一平台四基地”。“一平台”，即智能产业创新

服务平台；“四基地”，即机器人产业研发创新基

地、机器人装备及零部件生产基地、工业 4.0 产

业基地和机器人健康产业基地。整个项目计划

用 5至 8年时间，以湘潭为核心，立足长株潭，辐

射华中地区，形成机器人产业创新研发生产应用

为基础的智能制造集聚高地，实现工业 4.0的产

业转型升级，推进“智造谷”建设。目前，已签约

并通过入园申请的企业达10家，还有20多家企

业正在接洽中。

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新松机器人产业园

的发展，就是湘潭高新区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推

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为推动项目落

地，湘潭高新区工管委对重点项目实施“按月讲

评”机制，讲评结果与月度绩效挂钩。同时，干部

争当“服务员”“店小二”，对园区100家重点企业

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全年共走访调度 165

次，解决问题35个。

在务实的工作作风、有力的工作举措下，

2019 年，该区共实施重点项目 36 个，完成投资

52.6亿元，同比增长12%。新开工项目24个，竣

工项目15个，投产项目13个。新引进的12个项

目全部完成公司注册，5个项目实现开工，3个项

目建成投产，入园协议履约率达100%。

项目建设离不开前期精准招商。近年来，湘

潭高新区围绕“两主一特”发展定位，紧扣产业链

招商，着力招大引强。2019 年引进项目 15 个，

合同引资 92.9 亿元。其中，“三类 500 强”企业

投资背景项目 3 个，工业实体项目 11 个。工业

用地规模超1000亩，达到前3年总和。

彭 婷 刘 澜

新年伊始，走进湘潭高新区，只见中南高
科湘潭高新智能制造产业园、新松机器人产业园、

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工地机器轰鸣，工程机械来回穿
梭，工人正在抓紧时间将建设进度向前推进，整个园区呈

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全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355亿元（预计数，下同），同比

增长15%；完成工业总产值869亿元，同比增长12%；实现规模
工业增加值183亿元，同比增长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1亿
元，同比增长13%；完成重点项目投资46.9亿元，为年计划的
100%；完成高新技术产值582.3亿元，同比增长26.7%……
这是刚刚过去的2019年，湘潭高新区交出的一份令人骄
傲的“成绩单”。

瞄准“打造中部‘智造谷’，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的目标，湘潭高新区在高质量发

展的跑道上一路奔跑，足音铿锵而坚
定。

党建引领力促改革 项目建设热火朝天

“高”“新”底色越擦越亮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高”与“新”是湘潭高新区的鲜明底色。

国家级众创空间力合星空·蜂巢。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读到好学校。

千智机器人三代通用移动平台。

湘潭高新区生机无限。

湘江之滨的湘潭高新区。

（本版图片均由湘潭高新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