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竞赛
活动启动以来，浏阳经开区（高新区）认真
贯彻落实长沙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浏
阳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以百日竞赛为总揽，以两园融
合为契机，在大战中赛出加速度、在大考
中考出高质量。

知难解困，按下超产达效快进键。一
是援企稳岗。建立联络员联企工作机制，
抽调300余名干部联系重点企业，点对点
解决企业难题，“一企一策”促发展。蓝思
科技全面复工复产后出现人力资源阶段
性短缺，园区迅速行动，积极部署，采取

“线上+线下”招聘，推出“出家门、到厂
门”服务，提供防疫补助等方式帮助企业
招工。针对省内返乡人员进行大数据分
析，精准推送招聘信息覆盖 10 余万成熟
产业工人，同时派出援企小分队到湘西
州、永州等劳务输出地区现场招聘，有效
保障了企业用工。二是扶企到点。聚焦
企业供应链关键难点攻坚，全方位保障企
业生产要素。深入研究各级惠企政策，强
化落地落实，确保企业足额享受政策红
利。组织企业申报电费、税费、贷款利息
等费用减免或奖补，为企业节约资金
3400万元。三是助企突破。通过上述一
系列针对性举措，园区企业化危为机，抢
抓机遇，实现逆势上扬。蓝思科技快速出
货，抢占5G市场，一季度实现营收同比增
长44.6%，净利润达8.8亿元。

危中寻机，夺得招商引资开门红。一
是向新项目突击。截至目前，共引进项目
34个，其中投资50亿元以上的项目1个，
投资 10亿元以上项目 3个，投资 5-10亿
元项目10个。践行“精准、舍得、执着”理
念，仅用 20天成功签约总投资 53亿元的
雅士林集团高端生物蚕、高端丝绸全产业
链研发制造创新基地项目。二是向“生二

胎”发力。今年以来，已有迪诺制药、开元
医药、天地恒一等5家园区签订“二胎”项
目招商合同，其中投资 5亿元项目 4个，3
亿元项目 1 个。同时，投资 50 亿元的威
尔曼新药研发生产基地、投资 6.1 亿元的
好味屋食品拟上市总部及智能制造基地、
投资5亿元的盐津铺子烘焙基地（三期）、
投资 3 亿元的孝文电子光电智能特效项
目生产基地等一批去年签约的“二胎”项
目将在今年陆续启动建设。三是向新技
改增能。盐津铺子烘焙二期已完成 9 条
生产线技改升级，并进行试生产；天地恒
一全自动数字化中药提取车间项目使产
能提高 10 倍，关键生产工序数控化率达
95%；天福复烤技改投资 1.97 亿元，已得
到国家烟草总局审批。

尽锐出战，下好项目建设先手棋。一
是攻坚重大项目。全力开展全流程建设
服务，破除长沙惠科项目建设阻力。惠科
协调办6名党员和骨干下沉一线服务，紧
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坚持每晚9点碰头
调度建设进度。同时，组织印发400多份
专函至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协调
当地政府帮助员工顺利到岗，促使长沙惠
科项目成为惠科集团在全国所有项目中
复工最快的项目。二是加速落地建设。1
至 4 月份新建项目开工 35 个，其中 11 个
项目从二季度开工提前到一季度开工，6
个项目从三季度提前到一季度开工，2个
项目从三季度提前到二季度开工。3 个
预备项目提前转化为新建项目开工。打
响“征拆百日竞赛”，已报批地块清零、挂
牌出让地块清零、急需用地项目地块清零
三个攻坚战，1 至 4 月腾地 3914.507 亩，
拆迁 124 户，提前完成 18 个项目征拆清
零任务，为项目建设扫清了用地障碍。

（浏阳经开区<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 谈文昌）

赛出加速度 干出高质量

复工复产有力度
2月22日，当174名蓝思科技员工搭

乘包机抵达黄花机场时，浏阳经开区（高新
区）释放出加速复工复产的强烈信号，长沙
惠科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盐津铺子流
水线上人工与机器完美地协同合作……

这是浏阳经开区（高新区）跳动的经
济“脉搏”，生动展现了园区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的主动作为和
勇于担当。

复工复产是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
的基础。“与时间赛跑，与疫情决战，奋力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是
今年园区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截至 3
月底，园区企业复工率达到100%，复工人
数达到 10 万人，同比增长 34.8%，实现了

“零疑似、零感染”的目标。园区“两手抓、
两统筹”的先进做法在湖南省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新闻发布会上推介。

在疫情防控前期，蓝思科技作为头号
重点企业，因为急于复工，大批员工返厂在
即，园区管委会成立协助蓝思科技疫情防
控和复工招工工作小组，抽调50多名党员
干部协助企业在外岗、车间、食堂、宿舍设
置四道防线。同时借力大数据分析，精准
推送招聘信息，采取包机的方式，从新疆和
田、喀什地区为蓝思科技输送400多名员
工，省内安排专车接新老员工返厂，实现出
家门、上车门、到厂门。

在项目促建上，浏阳经开区（高新区）
千方百计为项目复工排除阻力，帮助长沙
惠科第8.6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
项目300多名外省工人及时返岗，成为惠
科集团在国内最早复工的项目。

蓝思科技、尔康制药、金磨坊、博大科
工、五新重工、天为机械、义和车桥等一大
批优质企业实现逆势增长、达产超产，平
均增长 30%以上。安邦制药、一喜科技、
康特科技、金丰林等疫情关联企业，创新
思路，抢抓机遇，实现产销两旺。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园区积极服
务盐津铺子产品战略的重点倾斜与提前
布局，迎合了疫情期间对代餐食品的爆发
式需求增长，盐津铺子一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 4.64 亿元，同比增长 35.43%。实现利
润 5720 万元，同比增长 100.8%；天地恒
一全自动数字化中药提取车间产能提高
10倍……

项目建设有速度
项目是工业发展的发动机，是产业发

展的强引擎。浏阳经开区（高新区）上下
大干快上，全力争先，以项目建设的速度
赢得突破发展的高度。全年铺排项目
208 个，年度投资计划约 362 亿元，其中，
80个项目纳入市级重点项目。

4月28日，长沙市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浏阳片区）现场，欧智通二期生产基
地项目、华恒机器人二期项目等 7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掀起浏阳项目大攻坚、投
资大增效的澎湃热潮。

两园合并后，园区新成立了产业促进
局，牵头负责园区产业项目建设的服务协
调，及时解决问题，让项目建设跑出“加速
度”。

“现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希望
园区管委会协助解决”……4 月 21 日傍
晚，早已过下班时间，但在浏阳经开区（高
新区）管委会5楼会议室，浏阳经开区（高
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谈文昌
召开的重点招商项目落地调度会仍在继
续，这是当天下午第2个调度会。

会上，谈文昌对涉及项目落地的土地
调规、水电气供给、企业融资、公司注册等
问题逐一调度，要求相关部门拿出问题解
决路径图，限定办结时间，高效扫清障碍，
确保项目尽快落地建设。

全国最大单体工业厂房长沙惠科第

8.6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工
地上，打桩机、挖土机等 500 余台施工机
械轰鸣声不绝入耳，6600 多名工人不停
忙碌，项目进度一天一个样。目前主厂房
二层已经完成，三层梁板钢筋绑扎、浇筑
已经完成 72%以上，四层模板安装完成
62%，预计将于 7 月 26 日实现主体封顶，
比原计划提前20天。

更多项目迸发出齐头并进的强劲活
力。蓝思新材项目1号生产车间已实现部
分投产，2号生产车间油墨项目设备正在
进行调试；豪恩声学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封
顶，预计7月份投产运营；泰科天润计划今
年 6 月进场装修及安装设备、年底运
营投产；盐津铺子烘焙二期
已完成 9 条生产线技
改升级，并进行试生
产；韵达湖南快递
电商总部基地一
车间已全部完
工……

截 至 目
前，浏阳经开
区（高新区）新
开 工 项 目 35
个，24 个续建项
目全部复工，美丹
食品、方锐达扩建项
目、湘朗光电等 20 个项
目实现投产，为园区高质量
发展蓄足内力。

招商引资有热度
虽受疫情影响，但在浏阳经开区（高

新区），大家依然能感受到一股“项目热
流”源源不断地向园区涌来。

4月16日,在浏阳市举办的2020年知
名企业浏阳行暨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
活动中，浏阳经开区（高新区）签约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健康食品、碳化硅纤维等17
个主特产业项目，总投资达137.6亿元。

其中，雅士林集团总投资 53 亿元的
工厂化生物养蚕、缫丝、织造、丝绸印染全
产业链研发制造创新基地及配套项目从
第一次洽谈到正式签约仅用了20天。“是
园区亲商、重商、富商的发展理念，是园区
安心、舒心、放心的投资环境，坚定我们落
户发展的信心和决心。”雅士林集团董事
长范茂林如是说。

3 月 19 日，得知雅士林集团准备在
湖南投资的消息后，谈文昌带队，3 次主
动到雅士林长沙总部拜访。从 3 月 24 日
到 4 月 13 日，连续 5 次真诚交流，双方合
作意向迅速升温，雅士林集团最终确定
在园区投资。

天地恒一是园区重点拟上市企业，
2006年落户以来，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
到强的发展。去年10月，该公司生产的降
压药坎地沙坦酯片在国家带量采购中标，
将独家供应全国10多个省市的公立医院。

获知这一消息后，园区主动上门对接
服务。今年4月，天地恒一与园区管委会

达成新增 90 亩的用地协议，建立坎地沙
坦酯等高端化学原料药生产基地，项目总
投资5亿元。

园区招商部门负责人介绍，扶持企业
做大做强，鼓励他们再投资“生二胎”“多
胞胎”是园区招商引资这几年呈现的新现
象。除天地恒一外，迪诺制药、盐津铺子、
威尔曼、华恒机器人、博大科工等企业都
是在园区发展壮大后，又布局了新项目。

向新项目突击，向“生二胎”发力，向
新技改增能……今年以来，浏阳经开区

（高新区）紧扣“双过半”“双胜利”总目标，
坚持把稳投资作为重中之重，围绕主特产
业和优势产业链选商选资，招强引优。截
至目前，园区在谈项目达65个，已签约34
个，合同引资 158.4 亿元，预计可实现产
值325.6亿元。

企业服务有温度
服务有“温度”，发展才有力度。特别

是在疫情背景下，让企业便捷足额地享受
政策红利尤为重要。浏阳经开区（高新
区）迅速设立复工复产政策兑现专窗，5
月 8 日正式运行。受理事项涵盖省级事
项 27 项、市级事项 29 项，涉及财政奖补、
融资贷款、就业用工、税费优惠等，截至 5
月 25 日，园区接件量为 33，办结 5 件，兑

现550万元。
此外，为企业量身打造惠企政策包，

园区派出 301 名干部一对一精准送策入
企，指导企业申报电费、税费、贷款利息等
费用减免或奖补，节约资金 8200 万元。
为企业免租减免租金1000余万元。

今年以来共组织 465 家次企业申报
智能制造、新材料、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指
导 65 家企业申报纳入防疫重点保障企
业，争资1.7亿元。强化银企对接，助力企
业融资授信近 3 亿元，其中通过银行“绿
色通道”已到位1.4亿元。

一喜科技是一家口罩生产企业，通过
园区上门服务，解决用工、住房保障等问
题，仅用88天时间，企业日产量从最初的
10 万只，到目前达到 500 万只，员工从
1000多人增长至5000人，全年预计实现
2亿美金的出口额。

园区实施建设工程竣工实现联合验
收，审批时间进一步压缩，行政效能明显
提升。全面强化减负、稳岗并举，目前在
岗人数超过 10 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3.28万人。

两园合并实现了1+1>2，金阳新城战
略规划即将完成，规划面积达到384平方
公里，“三主两特”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区域
空间不断拓展，要素保障得到强化，全园上
下团结一心，主动靠前，全力帮助企业稳产
达产、赶产超产。

“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竞赛活
动时间已经过半，谈文昌表示，下一步将
围绕“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硬性指标，
立足园区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两区合并后
的体量优势、人员优势，以更强的服务理
论、更大的服务力度、更优的服务举措，推
动园区在竞赛活动中争优取胜，让企业更
省心、舒心、安心发展。

城城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合“三大
融合”正在形成生动实践，创新驱动发展引
领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非省会功能承
载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示范区“四区建
设”正在加速推进，这座产城融合、职住平
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现代化郊区新城
——金阳新城正拔地而起！

以实干实效彰显高质量发展风采
——浏阳经开区（高新区）“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工作纪实

唐 璐 李艳玲 宁琼雅 廖 沛

4月9日，长沙市“大干一百天，
实现‘双过半’”竞赛活动现场推进
会在浏阳经开区（高新区）举行。湖
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
出席会议并率区县和园区负责同志
到长沙惠科第8.6代超高清新型显
示器件生产线项目现场和天地恒一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观摩，对浏阳经
开区（高新区）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
肯定。

4月底，国家级浏阳经开区与省

级浏阳高新区实现全面合并，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区域空间不断拓展，
要素保障得到强化，充分发挥了1+
1>2的聚合效益，全园上下团结一
心，主动靠前，进入了强强联合、聚
力启航的崭新阶段。

1至4月，园区预计实现规模
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6.64%，规模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预计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0 亿元，同
比增长13.3%；规模工业用电消费
量 5.6 亿度，同比增长 40%；成功
签约项目 34 个，合同引资 158.4
亿元。

全国最大单体工业厂房长沙惠科第 8.6 代超高清

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工地。 邓霞林 摄

总投资50亿的豪恩声学一期主体工程已经封顶，预计7月份投产运营。

邓霞林 摄

4 月 9 日，长沙市“大干一百

天，实现‘双过半’”竞赛活动现场

推进会（长沙高新区+长望浏宁

组）在浏阳经开区（高新区）举行。

浏阳经开区（高新区）鸟瞰图。

天地恒一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自动数
字化中药提取车间。该

车间今年投产后产能提
升了10倍。 童迪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浏阳经开区（高新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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