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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 积蓄发展新动能

雨湖区委书记白云峰多次强调：
“创新就是生产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既是省委重大战略，也是加快雨湖园
区发展的金钥匙。”雨湖高新区按照区
委要求，牢固树立创新驱动理念，努力
打造高水平的创新载体，培育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截至2019年12月，共
有入园企业120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48 家，高新技术企业 29 家，预计
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99.1 亿元，同比增
长18.61%；研发投入3.46亿元，同比增
长35.2%；高新技术产值62.19亿元，同
比增长24.6%。

创新平台支撑有力。雨湖区拥有
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众多高校
和科研机构，是全省仅次于长沙市岳
麓区的科教中心区域，这也使得雨湖
高新区在创新发展方面拥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园区企业“零距离”利用区内
科研资源，通过技术咨询合作、技术转
移转化、定向培养高技能人才等方式，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目前，园区拥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 10
个，市级研发平台 11 个，科技企业孵
化器 1个，众创空间 6个。超宇科技等
近 30 家企业与省内外 20 余所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广泛活跃的产学研合
作。

科技创新成果突出。近两年，园
区企业承担国、省、市部门科技项目30
余个，争取创新项目资金近亿元。截
至 2019 年，园区企业主体申请专利
2789 项，获得授权专利 1456 项，2019
年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2.68亿元。衡
利重工、湘潭牵引机车厂等多项专利

技术入选湖南省百项专利转化推进计
划。据不完全统计，宇通电气、平安电
气等多家园区企业牵头或参与制定相
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10余项。

制造强园 壮大主特产业群

始终坚持产业立园，把制造业放
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建设首位。经过多
年发展，雨湖高新区已经形成了先进
矿山装备制造、先进储能材料两大主
特产业集群。

先进矿山装备制造产业是湘潭市
确定的 13 条新兴优势工业产业链之
一，产业链办公室即设在雨湖高新区，
目前已经科学编制了产业链“两图两
库两池”，产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龙
头企业平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
首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驰名商
标，搭建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市级院
士工作站，其产品多次获得国家重点
新产品认定。湖南湘牵工业有限公司
引进中车集团研发团队，开发盾构配
套牵引机车并投入生产销售，市场前
景十分可观。平安电气、湘牵工业、宇
通电气、超宇科技等重点企业不断发
展壮大的同时，2019 年又成功引进了
总投资额 5.2 亿元的中科富海矿山装
备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的柏
屹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地项目，产业
链发展势头良好。

先进储能材料产业以湘潭电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裕能新能源电
池材料有限公司、湖南电化厚浦科技
有限公司等企业为代表，打通了新能
源电池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上下游配
套全产业链。湘潭电化是我国电解二

氧化锰的摇篮，具有全国领先的行业

地位，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欧盟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湖南裕能积极开展

自主创新，其生产的磷酸铁锂新产品

具有容量高、低温性能好、循环性能佳

的特性，已得到电池行业标杆宁德时

代认可并开始批量销售。电化厚浦成
功研发出全国乃至世界独创的绿色高

效三元材料生产技术，具有环保、成本
和质量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年产 5000
吨新能源材料生产线项目已经竣工，
正在试生产。

服务提升 优化营商软环境

良 好 的 营 商 环 境 就 是 竞 争 力 。

2019 年 12 月，投资 2.25 亿元的湖南
固可得装配式钢结构及新型建材生
产基地项目竣工并成功试生产，项
目从动工到投产仅用了不到 8 个月
的 时 间 。 项 目 快 速 建 成 投 产 的 背
后，是园区“店小二”式的优质高效
服务。

去年以来，雨湖高新区认真贯彻
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园区改革创新高
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湘潭市优化营商
环境28条措施》等政策要求，着力改进
项目服务机制，全力以赴为企业优服
务、降成本、争支持、解难题，取得了立
竿见影的良好成效。特别是积极承接
市级下放权限，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
流程，精简审批环节，审批时限缩减
70%以上。大力推行重大产业项目投
资承诺制改革，项目建设周期缩短4个
月以上。积极协助湘牵工业、平安电
气两家企业分别争取到市级产业引导
基金 6000 万的股权投资，全力支持园
区企业做大做强。

同时，建立健全了园区班子成员
联点企业项目制度，有效解决企业困
难问题，获得了企业高度认可和赞
扬。湖南一格制药有限公司是园区重
点企业，但公司厂房和办公用房权证
办理问题是困扰企业发展近十年的历
史遗留难题。雨湖高新区主要负责人
走访了解相关情况后，立即明确专人
负责，帮助企业全程代办各类手续，快
速完成权证办理，并为企业节省税费
1000余万元。

蓝图绘就 按下发展加速键

雨湖区委、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园区发展，区委书记白云峰指出“要抢
抓长株潭一体化战略机遇，将园区打
造成为长潭融合的桥头堡”，区委副书
记、区长周艳希也明确表示“要举全区
之力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省
产业园区的新标杆”。在区委、区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雨湖高新区全力以赴
抓项目促发展，重点推动雨湖产业新
城建设。目前园区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发展面貌日新月异。全长 14.62公
里的交通主干道白云路已全线竣工验
收；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世博会中国馆
设计者何镜堂教授团队设计的雨湖产
业新城服务中心已成功试运营；国家
级公路物流节点项目湖南一力公路港
一期厂房已建设完成6万平方米；云湖
公园一期、雨湖智能加工装备产业港、
旺坤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孔雀城住宅
一期等项目正加快推进。

快马加鞭未下鞍，蹄疾步稳踏新
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雨湖高新
区将继续不忘初心、开拓进取、砥砺前
行，努力实现“中国智造新城、三湘都
市客厅”的目标，在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壮阔征程上，留下浓墨重彩的
雨湖足迹。

——湘潭雨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纪实

杨道伟 杨后光

近日，省人民政府正式发文，湘潭雨湖工业集中区成功获批为雨湖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标志着雨湖园区发展建设进入新阶段、踏上新征程。据了解，近年来雨湖

高新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大力实施“刺破”作战方略，全力推动

园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创建全省第一批产业园区体制机制创新试点、省级“双

创”示范基地，在2018年度全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综合评价中排名第33位，逐渐

成为雨湖对外开放的全新高地、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区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图片由雨湖高新区提供)

湖南湘牵工业有限公司。

湖南一格制药有限公司。

湘潭电化。

雨湖产业新城核心

区城市设计效果图。

“创开”“刺破”聚能量 雨湖高新乘风翔

湖南日报 1月 20 日讯(见习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陈生真)1月13日下午2
时，淡淡的阳光下，记者在矮寨大桥桥
面下的观光通道和矮寨悬崖栈道看到，
操着南腔北调的游客们，各自选择地点
和背景，或相互拍照,或自拍留影，好不
热闹。

“吉首市2019年成功入选‘2019中
国旅游百强县市’。”吉首市文化旅游广
电局负责人高兴地介绍。

吉首市 2019 年接待游客 1796.6 万
人次, 同比增长16.8%;实现旅游总收入
160.6亿元，同比增长24.9%。

吉首市围绕建设“武陵山片区生态
文化旅游中心城”的目标，按照“项目兴
市，改革兴市，实干兴市”的发展思路，
加快核心景区建设和乡村旅游开发，推
动吉首市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全力推进矮寨奇观景区 5A 创建工
作。景区内游步道、电瓶车道、交通环线

等多元化交通网络现已逐步完善；跳歌
场、海螺峰索道、停车场等服务设施完
成优化；玉泉溪电瓶车道完成建设，智
慧景区管理系统正在加快建设。

乾州古城景区提质改造加快进行。乾
州古城水上游项目投入20艘游船并对外
开放，引爆水上游市场和吉首夜游；完成
三门开一侧沿河游道改造和三门开广场
城墙改造；完成美术馆桥亮化工程。

同时,谅市乡村旅游也同步开发，总

长10余公里、涉及6个村寨的乡村精品
游步道工程即将完工；筹集资金近 900
万元，支持坪朗游客中心装修等项目；
全市新增2个星级乡村旅游区，2个州级
乡村旅游示范村，全市宾馆酒店床位数
已达到3.6万个，旅游营运车辆342台。

2019 年,吉首市乡村旅游共计接待
游 客 332.20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35%；实现旅游收入7.581亿元，同比
增长15.72%。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田育
才 通讯员 吴俊 庹级明）1 月 19 日，一
辆载有 40 名游客的旅游大巴从张桑高
速教字垭互通出口下车，沿着杨家界大
道，到杨家界门票站，全程只用20分钟。

“公路没改建前，这条路要走 1 个多小
时。”导游张女士说，交通便利后，今年
从杨家界索道进入景区的游客比去年
同期多三成。

“要让游客进得来、玩得嗨、游得

畅。”武陵源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该区在张家界市委、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全力构建快进高效的旅游交
通体系，市、区两级投入48亿元，先后建
成武陵山大道、杨家界大道、索溪大道

（一期）等重点骨干路网，构建了武陵源
核心景区（景点）至张家界市城区、高
铁、机场的“30 分钟交通圈”，实现旅客
远距离快速进出。区里投入 5.46 亿元，
建成岩门一至六街、岩门大桥、武陵东

路、喻家嘴公园项目在内的“七路一桥
一公园”基础设施，构建起武陵源城区
安全通畅的交通路网。

该区大力实施景区“最后一公里”
道路提升改造项目，对核心景区道路、
停车站场等进行提质改造，为全域旅游
提供更好的交通出行条件。此外，当地
交通运输部门通过打通断头路、改造危
桥、疏通村道等，建设集“吃住行游购
娱”于一体的“慢游”农村公路交通网

络。目前，该区通往旅游景区的干线公
路均达到二级以上公路标准，形成以城
区为中心、高等级干线公路串接乡村旅
游景点的旅游热线，实现了“金线串银
珠”式的公路网与旅游景点连接。

路网互联，旅游提速。一路美景，一
路坦途，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去年，该区
接待游客263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7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23%，其
中核心景区一次性进山人数达429万。

湖南日报1月 20日讯（记者 张颐
佳 通讯员 周淑兰）1月16日，长沙市共
青团开福区委“青春有约”三年行动计划
2020年项目启动。

为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2018年末，共青团开福区委启动了

“青春有约”（2019—2021）3年行动计划，
该计划以项目化运作将社会力量、服务资
源引入“青年之家”，“以一家一项目 一街
一品牌”的工作模式，在开福区打造了13
个青少年精品项目。其中，帮助留守儿童、
孤残儿童的心里健康项目“童画潇湘”获
评国家级项目，8个项目获评省市“青年之
家”项目，2019年该区累计开展心理咨询、
法律咨询、志愿服务700余场，服务青少
年3万余人次，广获好评。

2020年，开福团区委发布重点项目
7个，并与长沙学院达成共建协议，以大
学的力量助力开福青年工作更上台阶。

开福区聚青春之力
建功新时代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王文）
长沙市住建局17日召开2020年工作
会议透露，2020年长沙将启动一批市
政民生项目建设，继续保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提升城市品质。

长沙将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稳
字当头，落实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
效调控机制，保持相对较低的房价优
势。推进住房租赁试点，筹集租赁住
房 2.5万套，发展公租房，实物保障和
租赁补贴并举，重点保障特困户、新
市民住房需求。全年新开工建设公租
房不少于 8000 套，去年开工建设的
公租房力争全部竣工，对环卫、公交
等公益性岗位开展定向配租不少于
2000户，发放租赁补贴2000户。

同时提升城市品质，解决一批群
众身边的“城市病”突出问题，启动兴
联路过江通道建设，协调推进万家丽
路北延线快速化、湘雅路过江通道、
中意路等骨干路网及过江通道建设，
努力实现洞株公路、芙蓉大道、潭州
大道快速化改造道路建成通车，建设
自行车道135公里，打通城区瓶颈路、
断头路20条。

该市还将围绕各类民生实事，为
市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产品。比如提
高房屋质量，加强全装修商品住宅质
量监管；推动垃圾分类费用列入物业
服务费，有序开展物业小区生活垃圾
收集设施建设；推进增设电梯工作，
全年增设电梯不少于 600台。

长沙启动一批市政民生项目建设

全年增设电梯600台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米承实

“现在夜里出门方便多了，感谢
村里的后生们。”1月19日18时，辰溪
县修溪镇征溪口村七家刘自然村里
的路灯准时亮起。知情人说，这些路
灯是村里青年用爱心“点亮”的。

去年农历正月，七家刘自然村的
青年从四面八方回乡过年。大家聊天
时，说起村里没有路灯、晚上出行不
方便，在外发展的刘兴旺、刘明芬、刘
良、刘圣卫等人提出集资安装路灯。
去年 12 月底，他们再次商议此事，决
定在鼠年春节前把路灯安装好。

今年1月3日，一份号召村里青年

自愿捐资装路灯的倡议在村里微信群
发出，村里后生积极响应。刘润平第一
个捐款1000元，刘兴旺、刘良、刘圣卫、
刘明芬4位牵头人每人捐资3000元。

“短短 4 天，我们就收到捐款 45900
元。”刘圣卫欣喜地告诉记者。

路灯安装工程迅速展开。经大家
精心踩点，确定安装太阳能路灯 27
盏。1月15日，路灯安装完毕。天刚黑，
路灯亮了起来。当晚，刘兴旺等人和
村干部到村里走访，发现还有一些角
落路灯没有覆盖到，决定增加10盏路
灯。“准备号召村里年轻人再捐款，最
后缺口由我们牵头人‘兜底’。”刘圣
卫说。

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冷水江“瘦身”与“健体”并行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朱华美）1月16日，随着各学校
陆续放寒假，冷水江市教育局组织人员
对下学期学位和学生流动等情况进行
摸底，及早谋划和配齐教育资源，确保
今年基本消除城区大班额问题。

冷水江大班额问题突出。2018年，
全市56人以上大班额有406个，占比
41.8%；66人以上超大班额有244个，
占比25.1%。大量学生向城区集中，导
致班额大、就学难、管理复杂、教育水平
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近年来，冷水江全力化解城区学
校大班额，优先安排城区学位建设资
金，对 10 余所学校进行改扩建，增加

教室、升级硬件设施，已完成湾田学
校、明礼实验中学教学楼的新建，新
一中、群丰学校等项目正加速推进，
全市共增加教室 174 个，新增义务教
育阶段学位9570个。

在城区学校“瘦身”的同时，冷水江
全力推动农村学校“强身健体”，缩小城
乡学校差距。改造农村薄弱学校21所，
建好教师周转房11栋179套，新建和
改造食堂、寝室、澡堂、运动场等，有效
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启动“城乡中小学
联盟”工程，通过实施“义务教育城乡结
对帮扶、送课下乡、送资料下乡”等方
式，实现城乡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一体
化，教学互动一体化，资源共享一体化。

爱心“点亮”夜空
找好工作
过大年
1月 20日，企业

员工在向市民介绍用
工信息。最近，道县举
办 20场春风行动大
型招聘会，县内41家
企业提供了 2400多
个工作岗位，方便春
节返乡人员在家门口
求职就业。

何红福 熊春明
摄影报道

织路成网 旅游提速武陵源

吉首市 全域旅游 势头强劲
2019年接待游客近18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逾160亿元

去年接待游客数、旅游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