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蓬勃发展的娄底经济开发区
段云行 易南辉

青春娄底，激情开发。
近 10 年，全体开发区人团

结拼搏，奋力开发，涟水河北岸
曾经荒凉的土地， 现已厂房林
立，生机勃发，已成为一片充满
希望的投资热土， 年轻的娄底
经开区， 已成为娄底最具活力
的增长极和推动市域经济快速
发展的重要引擎。

近 10 年，我区已基本形成
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 薄板深
加工、 特种汽车、 工程机械制
造 、电子信息 、食品加工 、新材
料和现代物流等产业。 在推动
园区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为娄
底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转型升
级起到了积极带头和推动作
用， 在壮大娄底经济实力的同
时， 更坚定了娄底在传统能源
原材料工业区发展高附加值产
业的信心。

近 10 年 ， 我区先后获得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
区”、“湖南省最具产业影响力产
业园区”等荣誉称号。对此，我们
深深感恩，感恩各级领导及社会
各界的长期关心，同时也备感责
任与动力。

做大做强开发区，为湘中经
济崛起而努力，全体开发区人责
无旁贷；做强做大开发区，尊贵
的客商是永远是我们的动力源
泉。 我们时刻敞开挚诚的胸怀，
热切期待海内外客商来区投资
兴业！ 我们既欢迎大项目，也正
式启动了总投资 120-150 亿
元、兴建 200 万平方米成片标准
厂房的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孵
化园建设，可为 500 家以上中小
企业提供发展平台，只要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都能在
这里找到发展机会。

展望未来，憧憬无限。 让我
们携起手来，共同打造发展新引
擎，谱写园区建设更加耀眼的成
就与辉煌！

携手同造新引擎
娄底经开区党委书记 梁立坚
娄底经开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方建荣

序号 名称 备注
1 娄底市中兴液压件有限公司 工业
2 湖南泰基建材有限公司 工业
3 娄底市联强物资有限公司 商贸
4 娄底市众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
5 湖南三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
6 涟钢振兴金华板材加工有限公司 工业
7 湖南湘中输变电建设公司 建安
8 娄底市升星煤业有限公司 商贸
9 娄底市振兴防滑材料厂 工业
10 娄底市新野企业有限公司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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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庆十八大 创造新辉煌

娄底市中小企业创业 （创
新） 孵化园项目位于娄底经济
开发区第二工业园吉星路与娄
涟公路交叉处 ， 总规划面积
3500 亩，总投资 150 亿元，拟建
成 200 万平方米成片标准厂
房，引进中小企业 500 家以上，
初步形成机械制造、 汽车零配
件、电子信息三大产业集群。

该项目采取 “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市场运作、集群发展”模

式推进， 为创业者搭建制度化、
智能化服务平台， 提供项目策
划、创业指导、专家咨询、生产基
地、办公研发、证照办理、金融扶
持等一站式服务，湖南农业信用
担保公司与湖南省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有限公司共提供 30 亿元
融资担保，中国建设银行、招商
银行等 5 家银行提供全方位金
融支持，先期入园的企业还将享
受一系列优惠政策。

娄底市中小企业
创业（创新）孵化园简介

娄底市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孵化园。

近 10 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强
劲东风，一个年轻的开发区在湘中腹
地悄然崛起；扬起推进“四化两型”建
设的猎猎旗帜，这片投资热土释放出
超强的爆发力与潜能；面对全球经济
发展的寒潮与低迷，这里却奇迹般实
现各项经济指标高增长。

———欢腾的涟水河见证了神奇，
见证了娄底经开区的蓬勃发展：

自 2003 年启动建设以来， 娄底
经开区从零起步， 奋力推进开发建
设，通过近 10 年发展，已累计引进项
目 237 个 ， 开工建设工业项目 198
个，已建成投产项目 167 个。 园区先
后被认定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
“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基地”、湖
南省 “千亿园区”、“湖南最具产业影
响力产业园区”。 薄板及深加工产业
集群被列为全省十大“千亿元产业集
群”之一，太和电子信息产业园被授
予“省级电子信息产业园”。 1-9 月，
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35.1%；规
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1.6%； 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2%；财政总收入
同比增长 32%，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
长 64%，成为娄底经济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和示范区。

紧扣发展
着力打造“实力园区”

历年来，娄底经开区党委、管委
会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树立
“不发展就是退，慢发展也是退”的发
展理念，按照“大抓工业、抓大工业；
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大建园区、建大
园区”发展思路，不断加强园区项目
的资金支持力度、 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加大项目建设力度、加大要素保
障力度、加大环境优化力度，同时，大
力实施 “中小企业成长工程”、“新兴
产业培育工程 ”、“十亿企业培育工
程”、“百亿产业塑造工程”，努力做大
经济总量，同时注重质的提升和效益
优先，积极推进产业链培育，全区工
业总产值、增加值年均增速均在 30%
以上。 9 月 3 日，总投资 120-150 亿
元， 建成 200 万平方米成片标准厂
房，引进中小企业 500 家以上的“中
小企业创业 （创新 ）孵化园 ”正式启
动， 一期 50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项目
已开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
运作、集群发展”的园区发展新模式
拉开大幕，掀起了“大招商、大开发、
大建设、大发展”新高潮。

建园以来，娄底经开区坚持实施
对外开放战略，招商选优，共实现合
同引资 294.86 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
9090 万美元。 特别是近两年，引进项
目 61 个，合同引资 273.74 亿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的 47
个、1 亿元以上的 16 个。 尤其是安赛
乐米塔尔、沃尔玛、美国万国卡车、中
石油、华润集团、华银电力集团、庄胜
集团、三一集团、中冶南方等一批世
界 500 强和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落
户园区。 投资 123 亿元的华菱安赛乐
米塔尔汽车板电工钢项目， 投资 40
亿元的三一中兴液压件项目，投资 28
亿元的大丰和电动汽车整车及零部
件生产项目， 投资 15 亿元的特种汽
车及底盘项目， 投资 12 亿元的重型
轧辊项目，投资 3.3 亿元的华润雪花
啤酒等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或建
成投产，已成为娄底对外开放主窗口
和招商引资主平台。

自创建国家级经开区伊始，娄底
经开区按照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标准和要求，突出“规划先行、富有特
色、建设精品、生态保护”原则推进产
业培育， 逐步形成了薄板深加工、电
子信息、机械制造等主导产业集群和
“三园两基地”产业发展格局，“三园”
即薄板深加工产业园、先进装备制造
产业园和电子信息产业园；“两基地”
即商贸物流基地和休闲文化旅游基
地。 精品薄板及深加工产业集群被省
政府列入十大千亿产业集群，薄板深
加工产业园、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
电子信息产业园等专业特色园区基
本建成，太和电子信息产业园被授予
“省级电子信息产业园”称号，园区正
逐步成为世界顶级汽车板生产基地、
中南地区最大的机械制造基地和全
国最大的液压油缸生产基地。

转型升级
着力打造“两型园区”

作为全市招商引资的领头雁、项
目建设的排头兵、 产业要素的集聚
地，娄底经开区着眼于“两型”产业的
培育与发展，积极打造“两型”示范性
园区。 以涟钢薄板、汽车板电工钢等
项目为核心，正不断做大做强精品薄
板及深加工产业集群，充分巩固和发
展汽车板、电工钢等主导产品国际一
流、国内领先的技术优势，加快建设
汽车板项目， 现已进入厂房建设阶
段；以三一重工、大丰和电动汽车、金
华特种车辆等项目为龙头，全力发展
汽车及工程机械等先进装备制造产
业，加快建设全国最大的液压油缸生
产基地和国内重要的特种汽车产业
基地；充分利用水府示范片东部新区
资源优势和娄底大交通格局逐步建
成的交通优势，以新引进的中国供销
集团湘中国际物流园等项目为先导，
加快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
务业发展，重点发展金融办公、商务
会展、总部经济等战略性产业，配套
高端地产、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服
务产业，突出发展特色物流、商贸物
流及第三方物流 ,打造中部区域性现
代服务业明珠。 在加快发展的同时，
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政策激
励、资金支持、园区服务等手段不断
提升现有建成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已拥有三一
中兴液压件有限公司等高新技术企
业 41 家， 拥有 4 个国家技术中心和
研发机构， 企业拥有国家授权专利
438 件，“双菱”、“五江”、“味博士”等
3 项产品获国家驰名商标或名牌产
品称号，“金华”、“创高”等 15 项产品
获湖南省著名商标称号。 感光干膜、
氢氧燃料产气机、锂电子负极材料等
先进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园区的
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去年，园区实
现高新技术产值 198.9 亿元， 占全区
工业总产值的 51.2%。

为打造“两型”示范区，娄底经开区
注重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和谐共进，逐
步淘汰生产技术落后和高消耗高污染
企业，切实做到“新上产业项目不放松
环保要求，承接产业转移不降低环保门
槛，扩大产业规模不增加排放总量”。积
极推进沿河风光带、涟水河防洪保水工
程、水府庙库区综合治理工程等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园区正逐步成为高端制造
业聚集区、现代服务业先行区、环境优
美的“两型”示范区。

关注民生
着力打造“幸福园区”
作为全省最年轻的地级市，娄底

正按照“科学发展，加速赶超”整体部
署，在实施“工业四年倍增计划”的同
时，加快开展“三创”工作，吹响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
号角。 为了让开发区的老百姓真正享
受到开发建设的成果，娄底经开区积
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力推进
文明城市创建及城乡环境整治与建
设工作， 让人民群众得到越来越多、
实实在在的实惠。

今年以来，娄底经开区深入推进
“四大工程”，即创业富民工程：以激
发创业活力为落脚点，企业、办事处
和社区三方联合推动失地农民就业。
以人才服务中心、 投资服务中心、工
业园管理办为平台，加强农民就业技
能培训。 努力创造一个服务优良、政
策优惠、机制灵活、充满活力的创新
创业环境。 社会保障工程：加大财政
投入，构建社会保障、教育保障、医疗
保障、养老助残保障、住房保障、就业
保障等“六位一体”的民生保障体系，
促进园区社会和谐。 和谐平安工程：
不断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着力化解各
种矛盾，维护良好社会秩序。 突出围
绕“查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促发展”
的工作目标， 强化安全生产基础建
设， 全面推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
努力打造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园区。
生态文明工程：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
全力推进生态农业、 生态旅游业发
展，走特色彰显、内涵提升、宜居宜业
宜游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通过努力，全区城市建设呈现出

日新月异的欣喜变化：近 10 年，投资
94.59 亿元，建设了大汉路、吉星路、
新坪街等园区道路 17 条道路， 园区
道路里程达 21.2 公里。按现代工业要
求建设的第一工业园（太和工业园），
水、电、路、讯工程全面完成，基础设
施配套完善程度和基础承载能力不
断提升；第二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已
铺开，连接火车东站的货运通道迎春
北路已修通， 秋蒲街正式开工建设；
起步区路网和水、电、气、讯等配套设
施日益完善， 要素吸纳能力不断增
强。 以五江建材城为轴，涟水河北岸
成为娄底市城北一道亮丽风景线 。
2010 年 8 月， 启动了东部新区开发，
去年 1 月 6 日，娄底水府示范片区东
部新区管委会正式挂牌， 围绕物流、
新材料研发、文化体育生态旅游休闲
等重点产业，项目包装和招商引资工
作全面展开；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现已完成与长
株潭核心区通信一体化的试点工作
和“3＋5”城市群城际铁路建设对接工
作，沿河风光带建设、退耕还林、水府
湿地公园和示范片区生态保护工作
初见成效，一个规划科学、文明生态、
高效环保的现代化园区正在世人面
前逐渐清晰。

发展奏强音，追求无止境。 面对
新的发展机遇，娄底经开区“四年翻
两番”的发展宏图已经绘就，带着责
任与期待， 擂响园区建设的强劲鼓
点，开发区人迈开了更加自信、更加
坚实的前进步伐！

华润雪花啤酒娄底有限公司厂区一角。

金华特种车辆。

三一中兴液压件生产车间。

园区综合服务大楼———创业大厦。

(本版照片由娄底经开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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