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郴州高新区的统计报表显示， 今年一季

度，园区完成技工贸总收入 169.6 亿元，完成
工业总产值 115.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5%、
9.1%。

“总体来看，园区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有
升。 ”郴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李五一介绍。 然
而，冷静的研判却掩饰不了内心的激动。 据他
透露，今年以来，园区的企业开工率、在建项
目开工率、技改项目开工率均在 90%以上。一
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3 亿元，同比增长
18.3%，其中产业投资的增幅高达 41%。

在他看来，这些产业项目一旦投入生产，
对整个园区经济的拉动力不言而喻。

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无疑是一支劲
旅。今年 1 月 8 日，公司与郴州市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拟在郴州高新区建设稀贵金属
产业供应链、 全球矿产资源交易中心和矿物
宝石产业园等三大项目。 协议一签订，项目建
设就没有“歇脚”。

截至目前，“供应链” 项目已完成营业额
2.5 亿元， 预计全年可实现营业额 60 亿元以
上。“交易中心”项目先期投资额 4 亿元已全
部到位，已对郴州矿物宝石、有色金属企业开
展了大量的前期调研， 正在研讨上线交易品
种，电子交易系统正在研制完成中。 交易中心

已完成线下交易 2.5 亿元，全年预计将完成交
易额 100 亿元。

走进占地 2 平方公里、 总投资 200 亿元
的矿物宝石产业园工地， 我们看到数十台挖
掘机、推土机和运输车正在作业，机声隆隆。

这个集展示、交易、拍卖、镶嵌为一体的
矿物宝石产业园，将用 5—8 年时间打造成千
亿级产业集群。 通过招商洽谈， 已有翠绿黄
金、晶石灵彩宝、稀贵金属精加工、吻吻珠宝、
翡翠凤凰珠宝、国际矿物晶体（宝石）鉴定评
估中心、矿产资源评估中心等 10 多个矿物宝
石项目，对这片热土递出了投资的“橄榄枝”。

一个企业形成一个集群，带动一片产业。
可以预见，有了正威集团的加盟，对有着“中
国有色金属之乡” 之称的郴州有色金属产业
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

与此同时， 郴州高新区采取以奖代拨的
方式，支持鼓励科技创新，大批企业实现从跟
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跻身高新技术
企业行列。 华磊光电成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金贵银业、柿竹园成功申报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

2012 年 9 月，落户郴州高新区的格兰博
科技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还只是一家默默无闻
的小公司， 科研技术力量薄弱。 高新区充当

“红娘”，让她与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

等院校“联姻”，进行智能机器人和新能源电
池研发，走科技创新的路子。

格兰博生产主管张娟高兴地告诉我们，
公司成立了全国唯一一家家居智能机器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设研发部、技术部、测试部，
有专职技术研发人员 20 余人。

在格兰博公司展厅， 我们看到他们自主
研发的智能机器人不但会打扫卫生、煮饭、做
菜，还会主动净化室内空气。 还有一款智能安
保机器人更神奇， 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远程遥
控，帮人们看家护院，料理家务。

智能机器人颇受市场青睐，前几天，格兰
博接到美国一个 5 亿元的订单， 现在公司正
24 小时开足马力生产。

更惊喜的是， 今年 4 月格兰博取得挂牌
同意函， 即将在新三板上市， 短短 3 年多时
间，便实现“惊人一跳”。

科技创新也让保来得公司如一轮红日喷
薄而出。 公司经理钱长华介绍，他们主要为高
端智能手机提供粉末冶金极小轴承，目前，其
产品已占领全球 60%的份额。

在保来得自动化生产车间， 没有我们印
象中的大批工人，只见一两个员工在巡查，一
个员工至少可以看管 15 台机器。

……
企业活则产业兴，产业兴则园区旺。
目前，郴州高新区已集聚企业 600 多家，

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电子信息、 先进装备制
造、现代服务业等四驾“产业马车”，正奋蹄疾
行。 今年一季度，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33.89
亿元，同比增长 7.6%；完成财政收入 1.39 亿
元，税比达 98%。

颜石敦 廖祥 陈丹 黄娟

穿行在郴州高新区， 仿佛浏览
一部辉煌的发展史。

始建于 2003 年的郴州高新区，
原为有色金属产业园区。 2005
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园区内设立郴
州出口加工区， 是目前我省唯一的
国家级出口加工区。 去年，郴州高新
区跻身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从最初仅 4 平方公里的开发面
积，到被纳入郴州城市总体规划，规
划面积扩大至 43 平方公里的大工
业园，郴州高新区在“产城融合”中
茁壮发展壮大。

近年来，郴州高新区加大投入，
水、电、路、讯等公共设施及公共服
务日臻完善。 园区累计建设标准厂
房约 300 万平方米， 打造了台湾工
业园、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富士产业
园、东谷电子商务产业园等平台，吸
引了大批企业抢滩登陆。

毋庸置疑，这些年来，郴州高新
区的园区建设有了巨大变化， 产业
也有了很大提升， 但是作为国家级
园区，经济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辐
射带动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培育
发展更多的、优质的产业主体、企业
主体。

郴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陈湘安
介绍，长期以来，园区有色金属传统
产业“一枝独大”，占规模工业总产
值的 50%以上， 为财税贡献 70%以
上。 然而，大部分有色金属企业还处
于生产初级产品的尴尬境地， 产业
链条短，缺乏创新，导致产能过剩，

抗市场风险能力差。

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下行和有
色金属产业持续低迷的不利局势，
郴州高新区愈发清醒意识到： 唯有
因势而谋、创新求变，才能立于不败
之地。

“当务之急是转型发展，补足短
板。 ”在园区经济研讨会上，陈湘安
思路清晰， 侃侃而谈：“高新区的短
板是什么？是高质量的市场主体！要
围绕市委、市政府‘产业主导，全面
发展’ 主体战略， 把发展重点转到
‘兴产业、强实体、提品质、增实效’
上，通过壮大市场主体，增强发展动
力。 ”

陈湘安认为， 当前全球进入经
济发展新常态， 发展方式正从规模
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
约增长， 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
主转向调整存量、 做优增量并举的
深度调整， 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
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郴州高新区要
实现高速稳健发展，必须做到“三个
转型”，一是发展思路转型，从重基
础设施，转到重抓产业发展、抓招商
引资上来；二是发展重点转型，从重
打基础、优环境、树形象，转到重招
商引资、抓产业、抓企业、抓实体上
来；三是发展举措转型，在人力物力
配备、 目标考核指标制订等各个方
面全面向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倾斜，
以服务产业发展的成效、 招商引资
的成果论英雄。

思路决定出路。
培育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

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迅
速在郴州高新区掀起热浪。

近日， 郴州高新区又派出招商小分队赶
赴深圳， 与世界 500 强企业———正威集团洽
谈矿物宝石产业园投资事宜。

据介绍，今年以来，园区招商小分队已先
后 10 余次外出精准招商， 先后引进项目 34
个，投资总额达 235 亿元。

他们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菜单”，瞄准
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实行全园、全民、全天候
招商，大力引进培育电子信息、先进装备、新
能源、环保、宝石等新兴产业。

与此同时，郴州高新区实行“五个一”招
商引资推进机制， 即一个项目、 一名牵头领
导、一个跟踪部门、一套服务体系、一抓到底。
从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批审批、 入园建设投
产，提供一条龙服务。

对引进的新兴产业项目， 郴州高新区从
用地、厂房建设、产业引导资金等方面给予倾
斜，扶持企业做大做强。 今年，园区还出台了
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的意见， 并将引导资金
增至 1000 万元，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校进行技
术创新、品牌创建，力度空前。

良好的投资环境，高效优质的服务，使得
一大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辐射性广、带
动力强的项目纷至沓来。

首期投资 2.6 亿元的华瀚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管网生态链项目落户后， 园区为它量身
建设厂房，提供各项热心服务。 该项目从考察
到签约仅用一周， 从动工到竣工只用了 100
天。

远大住工、 炬神电子租赁标准厂房，3 个
月竣工投产； 格瑞普自建厂房生产一年内竣
工投产……“这是赶超广州速度、赶超深圳速
度的‘郴州速度’，这样的高效和感情，让我们
看到了郴州美好的未来。 ” 远大住工、炬神电
子、 格瑞普等企业对郴州高新区优质的服务
也是赞不绝口。

新兴产业招商落地方兴未艾， 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快马加鞭。 郴州高新区提出，全力扶
持金贵银业、金旺铋业、湘金有色等传统有色
金属产业靠大联强，走精深加工路子，增强企
业内生动力。

走进湘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只见工程

技术人员在车间、仓库忙碌不已。 公司总经理
胡正荣告诉我们，前不久，公司与正威集团合
作，利用原有的仓库、车间建设 1.6 万吨含金
银物料综合回收技改项目。 项目建成后，生产
规模迅速扩大，预计年产值达 60 亿元，同比
增长 402%。

尝到技改甜头的还有郴州炬神电子有限
公司。 从去年开始，该公司加大投入，上马建
设快速充电系统技改项目， 为开拓印度等国
外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司预计今年可实
现年产值 27 亿元，同比增长 20%以上。

此外， 埃瓦新能源特种热泵设备研发项
目、华特光电项目、保来得创新生产高端手机
振动马达的含油轴承项目， 为企业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 通过走精深加工路子，既提高了
企业产品附加值，又延伸了产业链。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金旺铋业”。 这家以
铋冶炼综合回收和铋精深加工为主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是目前全球铋行业生产产能最
大、产业链最完整的企业。 去年 10 月，公司斥
资 2800 万欧元， 在法国收购了一家有着 40
多年历史的化工公司， 实现了郴州跨国收购
零的突破。 董事长吴祖祥说：“跨国收购是金
旺铋业战略转型的关键一步， 也让公司在欧
洲市场拥有了铋的话语权， 今年可望拿下欧
洲市场 40%的市场份额。 ”一季度，企业已实
现销售收入 10.8 亿元。

———郴州高新区产业转型发展纪实

因势而谋，转型发展补短板

产业主导，做强主体增后劲

转出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活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

创新驱动，“四驾马车”迈新步

5 月，南风劲吹，清新宜人。
走进国家级高新区———郴州高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企

业生产一派火热，欣欣向荣的场景令人振奋。
正威集团、台明球墨铸铁，一家家国际知名公司在这里安营

扎寨；明大炭素、和港新材料，一个个精深加工项目在这里开花结
果；华瀚科技、格兰博，一家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丰羽强翅，各
领风骚……

熟悉的人都知道，是转型发展给这片热土注入了活力，焕发
了勃勃生机。

管委会大楼和出口加工区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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