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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天易经开区在去年末交出了一
份成绩单：全省 133 家省级及以上产业
园区综合评价中，湘潭天易经开区排名
16位，超过8家国家级开发区，进入了省
级园区前 8 名，在省级经开区序列中位
居前三，被省政府评为2019年度真抓实
干成效明显的园区（推动产业发展、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方面），获评为“湖南省商
务工作先进单位”，在湘潭市二类园区综
合考核中稳居第一位。

乘着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在2020
年刚刚来临的时候，湘潭天易经开区举
行了一次务虚会议，提出“争先进位”的
发展目标，朝着争创国家级园区的目标
进发。然而，一场来势迅猛的疫情，打乱
了发展的节奏，“硬仗”接踵而来。

疫情肆虐，也打不乱天易人发展的
决心，保持定力向前冲。一边保产，为全
市乃至全省抗疫保供提供产业动能。一
边复工，园区企业在全区党员干部的帮
助下，迅速步入正轨。在防疫和复工复
产的关键时期，该区梳理出了物不尽流、
人不尽用、资不尽保、屋不让住、案不尽
备、员不尽隔等六大类问题，集结成清
单，加快解决。湘潭天易经开区主要负
责人说：“在这个清单的基础上，天易推
出一盘棋，防疫发展两手硬；一线办，全
员下沉同促进；一表清，纾困解难提信
心；一条心，真情帮扶聚合力的‘四个一’
工作法；企业有了信心，园区才有发展。”

很快，该区143家规模工业企业，除
个别企业因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问题未能
复产外，其余全部复工复产，人员复工率
达86%，企业在科学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疫中图存。该区重点产业槟榔产业
存在招工难题，该区迅速组织，厂门对家
门，接员工到企业上岗。该区负责人介
绍，一方面是企业积极应对风险，调整销
售策略；另一方面，在人员不足的情况
下，企业加速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的运
用，目前重点产业中的槟榔产业发展较
好，伍子醉、皇爷等几大槟榔企业生产迅
速恢复，目前产能基本与去年持平。

因疫转产。在政府的引导下，该区
小企业抓住了大机遇，医药企业打开了
新的发展“窗口”，该区的中小微企业复
瑞生物、喜君康、一笑堂等医药企业加速
步入“暖春”，康宁达研发的新产品移动
方舱出口海外，企业争分夺秒，加大生
产，4月份的订单现已全部排满。

因疫转型。该园区装备企业的“春
天”来得早。随着海外疫情的蔓延，企业
停工停产，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的进口资
源非常紧缺，三一、中联等“龙头”企业在
3 月明显回暖。该区的珺旭科技、丰达
铂赛、五里重型等与这些“龙头”企业相
配套企业，一季度业务不降反升。此外，
该区的湘潭市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抓住
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助推电线电缆销售
机遇，销售市场火爆，湖南珠江啤酒有限
公司推进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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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轻拂，湘江潮涌。

位于湘江之滨的湘潭天易经

开区内，车水马龙，霓虹闪

烁，园区厂房内灯火通明，槟

榔、湘莲产品、医疗防护用品

等源源不断从园区发出。今

年，该区要投资85.7亿元，铺

排53个重点项目，“奋战一百

天，实现‘双过半’”。

有业内人士指出，看一个园区
发展得好不好，看看进出园区的货
车，那里连着“上下游”，能反映出经
济发展的信息；有人说，看一个园区
发展，还可以看园区的用电指数，以
及夜晚厂房内是否灯火通明。当
然，还可以看项目现场。4 月份开
始，湘潭天易经开区吹响“奋战一百
天，实现‘双过半’”的冲锋号，热火
朝天的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一
季度，该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6
亿元，同比增长 5%,其中产业投资
13.9 亿 元 ，占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的
56.5%。

4月3日，东升国际投资集团开
始投资 2 亿元建设恒耘里生活广场
项目，一个约3万平方米的邻里服务
中心，包括一个面积约5000平方米
的农贸超市破土动工，这一项目将
具备社区新零售、社区育儿、社区医
疗、社区社交、社区金融、社区众包
等功能，经营业态包括儿童母婴、精
品百货、文创室内步行街、社区生活
服务、餐饮、运动休闲等，一个新兴
的城市综合体呼之欲出。

调整、装配、上货……4月4日，

在湖南康宁达生产车间里，工人们
正忙碌着为一个40平方米的移动方
舱做最后的检修，这批用防辐射新
材料制成的移动方舱即将运往深
圳，待安装好 CT 设备后，出口到俄
罗斯。该企业在湘潭天易经开区的
帮助下，积极调整市场，3月份开始，
从国内转到海外，出口俄罗斯、意大
利和韩国，这些海外订单已经排满
了4月份的生产期，总价值达500万
元，其中一笔订单便是出口俄罗斯
的8个移动式CT方舱。

在位于湘潭天易经开区的湘潭
海泡石新材料科技产业园一区建设
现场，工人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施
工。目前该园区原材料车间、提纯
车间已经完成钢结构主体施工，综
合楼、中适车间正在进行土方回填
以及桩基础施工。项目负责人告诉
我们，复工以来，最多的时候每天有
90 多名工人同时奋战在工地一线，
今年 8 月底，一区厂房区域将完成
施工并投产，年底一区项目将全面
建成。

发展需要要素保障，为腾出更多
发展空间，今年以来，该区签订土地
协议 12 个 340 余亩，签订房屋合同
139户，安全拆除房屋91户，全面完
成海泡石一期、湘莲大道三期、五洲

通二期等项目征拆扫尾，
无一例强制腾地。该区负
责人说：“之所以推进快，是因为我们
按照新的工作机制，建立重点项目建
设周例会调度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落实项目建设
护建机制，主要负责人下沉一线召开
现场办公会，强化与政法机关、镇村
的协调联动，严厉打击处置了水竹幼
儿园、湘南路等项目建设非法阻工行
为，维护了项目建设环境，推动了项
目的快速建设。”

好的营商环境，起到了筑巢引
凤的作用。该区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进展迅速，如可菲香精、华润能源，
联海商贸城等项目主体竣工，即将
投产的胖哥耀晨，佳海产业园、柏屹
产业园三期，海泡石产业园、贵竹学
校二期、子敬中学等项目加速推进；
凯依克二期、网营物联、昭成科技等
项目开工建设，园区在建项目开(复)
工率达100%。

争先进位，
开新局迎硬仗 奋战不歇，夺取“双胜利”蹄疾步稳

迎难而上，瞄准“六保”久久为功

湘潭天易经开区的负责人
说，“奋战一百天，实现‘双过半’”
战役，并没有往年那么好打，企业
困难多，尽管区里企业复工复产
了，却要面临经营成本上升、从业
人员复工率不足、原材料采购受
阻、新接订单不足、仓储及物流配
送不畅、资金周转困难、租金税费
压力大等诸多困难。

如果说防疫是一场阻击战，
经济全面复苏则是一场持久
战。湘潭天易经开区将“六保”

（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
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
转）作为重中之重。

摆在该区党员干部眼前的
头等大事是稳生产，要在服务上

“加码”。4月15日，该区组织了
2020年度研发企业研发准备金
制度及研发财政奖补专题培训
会，园区 80 余家企业以及相关
业务人员参加本次培训，聘请的
专家围绕研发费用归集和加计
扣除实务，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的适用范围、研发费用的归
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征管要求
和备查资料、研发费用的会计核

算、企业研发准备金备案和研
发财政奖补资金申报流程等方
面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并与参
会企业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
现场答疑。这次政府组织的免
费培训，旨在为企业提供“智
力”帮扶服务。

接着由该区招商和商务局
牵头，湘潭县多个部门参与的10
人项目联合预审小组，来到了湘
潭佳海食品医药产业园现场办
公，为 23 个入园项目推出上门
集中联合预审服务。短短3个小
时，23个项目全部通过了会议预
审。“天易经开区联合预审工作
组主动上门，高效审批入园项
目，这种‘一站式’的服务为我们
省去了不少东奔西跑的麻烦。”
湘潭佳海产业发展公司招商负
责人说。

一手保生产，一手保民生，
脱贫攻坚不能放松。4月14日，
该区主要负责人带队前往扶贫
联点村湘潭县谭家山镇石荷村
扶贫，落实帮扶工作。石荷村位
于谭家山镇西北部，面积 10 平
方公里，全村共有 29 个村民小
组826户，总人口近3000人，建

档立卡贫困户69户。大家与当
地干部、扶贫对象交谈，详细了
解了石荷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
发展、就业扶贫、医疗扶贫、教育
扶贫、住房保障等方面情况，以
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与
会的党员干部各自领了任务。

湘潭天易经开区主要负责人
介绍，疫情是场“大考”，还远没有
到交卷的时候。疫情带来危机，
危中有机，“我们打算用服务暖
企，减负惠企，要素助企，帮助企
业攻坚克难。织密疫情防控网，
做好贴心服务；把政策用好用足，
努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鼓励金
融机构继续加大对企业的信贷
支持力度，实现央行支持政策精
准落地，组织企业积极申报中央
新增投资项目、综合800亿元融
资专项；引导农民工等本地求职
人员就地就近就业，帮助企业缓
解用工难题。加大土地要素保障
力度。”

春风又绿湘江岸，早有行人
奋楫先。“争先进位”目标在前
方，艰难跋涉的路在脚下，湘潭
天易经开区“奋战一百天，实现

‘双过半’”攻坚战打响了。

总投资10亿元的湖南胖
哥耀晨食品有限公司总部及
生产基地建设现场。

“一江两水”畔的天易经开区。

现场
调度项目
进度常态
化。

云龙教育集团中学部项目破土动工。

宜居大美新天易。

（本版图片由湘潭天易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