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5月18日 星期三11 专 题

走进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5 万平方米的生
产车间热火朝天。 据了解，该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
我国专业从事凿岩机械和风动工具研究与制造的著
名民营企业。 其生产的“黑金刚”钻具由于质量稳定、
性能优良而畅销全国， 并批量出口到南非、 巴西、法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韩国等 50 多个国
家，深受用户好评。 去年，该公司共实现年产值 4 亿
元，而随着二期项目的建成投产，该公司年产值将可
达 6 亿元。2015 年 6 月，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
深入园区调研，在实地考察黑金刚、三鑫幕墙等企业
后， 他对园区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 并强调，“园区要进一步落实全市工业园区转型提
质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强力实施集群式项目满园扩园
和两型化管理提标提档行动， 夯实工业发展平台，强
化品牌优势，抢占工业经济发展制高点。 ”

望城区中小企业园是望城区目前唯一集聚发展
机械制造、 精深加工等特色主导产业的工业园区，在
开展招商选资、承接产业转移、实现错位发展方面，具
有独特的优势。 他们充分利用 8 平方公里规划用地和
1500 亩工业用地的发展优势，紧紧围绕“专业化、特色
化、集群化发展”的理念大力开展驻点招商、上门招
商、精准招商、产业招商，壮大产业规模。 黑金刚、联力
实业、亚泰电气、三鑫幕墙、金品钢构、信友包装、昊博
机械、麓山电子、湘电长城等项目的入驻，使机械制
造、 精深加工两大产业逐渐成为园区的发展支柱，初
步彰显了集成发展和集聚发展的效益。 特别是引进黑
金刚项目后，吸引了一大批其上下游优质产业项目主
动要求落户园区，园区的基础承载力、产业配套力、对
外影响力、综合软实力和发展驱动力“五力齐升”。

在不断拼搏进取中， 望城区中小企业园拓展空
间、完善功能、聚集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发展环
境逐步优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发展成效引人注目。
望城区中小企业园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乌山街道党工
委书记丁翔说：“我们将以创省级一流工业集中园区
为目标，着力壮大机械制造、精深加工等特色主导产
业，力争在‘十三五’末完成工业总产值 200 亿元，实
现税收 2 亿元，把园区打造成为要素完善、功能完备、
富有活力的现代化工业园区，为望城区坚定不移地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重要支撑，为建设现代化公园式
滨水新城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百舸争流千帆竞，蓄势扬帆破浪行。 我们有理由
相信，在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滚滚大潮中，望城区中小
企业园必定会一路高歌续写出更加优美绚丽的华章！

打造百亿主导产业
进军省级工业园区
———记腾飞中的长沙市望城区中小企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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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望城区积极对接“中国
制造 2025”、“互联网 +”等战略，紧紧
围绕“产业强区、打造湖南最具特色
的先进制造产业群” 的发展理念，把
中小企业园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
置。 作为望城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
个由乡镇（街道）自办的工业园区，从
此就站在世人瞩目的舞台上。 乌山街
道成立由党工委书记任园区管委会
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任园区管委
会主任， 相关班子成员任副主任、相
关单位为成员的园区发展领导机构，
每月定期调度项目和园区建设情况，
专题研判破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 一直以来，园区的发展得到了望
城区委书记孔玉成， 区委副书记、区
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区长范焱斌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委托区委副书
记尹英龙挂帅牵头联系园区，并指派
区直有关部门到现场办公，一线解决
发展难题。 全区（街）上下一心一意搞
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的势头强劲。

基础先行是乌山街道建设望城
区中小企业园的重要思路。 他们通过
财政注入、城投公司平台运用、银信
融资、土地经营、市场运作等方式，初
步实现了由街道管理园区向经营园
区的转变，千方百计加大基础设施投
入，形成工业发展的“洼地”。 并通过
加大财政资金控管力度， 开源节流，
提高园区建设发展的资金利用率，确
保了项目建设进度。

聚指成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快
马加鞭。 近几年来，建设或升级了高
乌大道、黄乌大道、黄桥大道、兴工大
道、旺旺西路、金星西路、兴工一路、
富民二路、梅十公路、白乌公路等交
通骨干道路设施， 全面启动普瑞大
道、航空路建设，进一步完善了“三纵
三横”的交通网络，实现了与国家级
望城经开区的深度融合，与长沙高新
区、长沙经开区、宁乡高科技工业园
的无缝对接。 随着“十三五”期间长益
高速复线、长株潭城际铁路的竣工通
车和金桥枢纽站、长沙西客站的建成

投运，园区“城乡一体、融会贯通”的
区位优势将更加凸显。 此外，还不断
加强园区主要干道两厢土地利用规
划，以线带面，搭建园区新的经济增
长线。 电力万伏专线已接至园区，
110KV 变电站正在建设，年内将全面
建成投入运行；自来水和污水管网已
全面完善；水、电、路、气、讯等要素保
障齐全， 园区基础配套能力大幅提
升。

与此同时，致力于提升资源集约
水平， 通过加大标准化厂房建设力
度， 为中小企业提供充实的发展平
台，凸显中小企业“孵化器”效应，点
亮大学生、下岗职工等“草根”创业者
创业梦想，形成园区新一轮的创新创
业潮。 近年来，望城区中小企业园已
投入 5000 万元，启动了 12 万多平方
米标准化厂房建设。2016 年园区还计
划建设标准化厂房 7 万平方米，目前
正在做前期项目招商等工作。

为践行“品质立园、精致建园”理
念，望城区中小企业园已建成 3 个集
中安置小区， 累计安置拆迁群众
2000 余人， 并吸引外来投资兴业的
客商、流动人群约 5000 人。 至此，园
区业已形成一个财富效应十分显著
的投资创业乐园， 为园区职工生活、
学习、娱乐等提供便捷服务。

今年，乌山街道还全面理顺望城
区中小企业园管理体制， 大力开展
“破难题、优环境、促发展”活动，努力
打造发展的“加速度”。 除了强化升级
城建开发公司外， 还将积极争取区
委、 区政府对园区纳入统一管理，安
排运营经费，授予招商建设等更多管
理权限，并增加 2 平方公里土地利用
规划和一定规模的用地指标支持，进
一步拓展园区发展空间和强化融资
建设水平。

“望城区中小企业园的基础配套
已初步具备了现代实力园区的标准，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在这里投资创业。 ”
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日
平如是说。

乌山街道、望城区中小企业园坚持把软
环境建设作为加快园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不断优化人文环境、法治环境、行政效能环
境，并十分珍惜、充分激发园区企业的创业
激情，积极帮助其破解各类难题，促进企业
和项目做大做强，力推园区快速发展。

围绕打造望城区中小企业园这一经济
引擎，在街道、园区级领导层面推行“脚步丈
量法”，实行“一个企业、一名领导、一套班
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跟踪服
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同时强化管委会领

导及干部职责，坚持靠前服务。 他们深入开
展了“重点项目三项行动”活动，对项目建设
实行月督查、季调度、半年度点评，促进项目
早落户、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深入开展
了“企业服务年”活动，强化一企一档，对企
业实施“一对一”帮扶、“保姆式”服务；严格
落实企业（项目）挂牌服务等制度；望城区中
小企业园管委会主任、乌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姚杰带头落实“15 分钟街村联系项目干部到
位、30 分钟项目分管负责人到场、60 分钟街
道主要领导到一线”的矛盾协调机制和问题

处置机制，力促项目零障碍施工、无阻力推
进。

《望城区中小企业园项目服务调查表》
是望城区中小企业园加大企业服务力度，创
新工作模式的一个尝试。 调查表对每家企业
每月的产值、税收、能耗、员工等各项数据及
企业当月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
并及时收集，第一时间掌握企业发展存在的
问题。 针对园区企业反馈所涉及到的融资、
招工、报建、周边环境、员工子女就医就学就
业等多方面的问题，事无巨细，均指派专人
进行对接，协助协调解决。

在长沙联力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华
林笑容满面地告诉我们， 无论大事小事，只
要找到园区都会想方设法解决，他们公司从
落户到投产，仅用了半年的时间。

夯实平台 积蓄后发优势

引凤固巢 助力经济腾飞

创优环境 真情服务客商

望城区委书记孔玉成（左二）深入项目建设一线，切实为企业发展和项
目建设排忧解难。

发展中的中小企业园，已成为望城区先进制造业和新型工业化的重要
增长极。 (本版图片由望城区中小企业园提供)

望城区中小企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图中乌山镇已全境纳入乌山街道）

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左二）深入园区调研骨干优强企业发展
情况。

雷锋故里，名望之城，乌山脚下，一个新型
工业化的实力园区正在崛起，一个拉动区域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火车头已然形成。 她，便是
国家级湘江新区腹地、乌山街道境内的长沙市
望城区中小企业园。

望城区中小企业园原名乌山创业富民基
地，成立于 2009 年，2013 年 7 月，经望城区
委、区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望城区中小企业
园。该园区东接黄桥大道、南至金星西路、西抵
京港澳高速复线，坐拥国家级湘江新区、长株
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核心区、国家级
望城经开区工业配套产业园等国家级重大平
台的叠加优势，充分享受国土管理、投资融资、
城市规划等改革红利。 当前，园区正以望城区
推进新型工业化“一区两园”的主要板块稳步
成长，已成为全区先进制造业和新型工业化的
重要增长极，创建省级工业集中区的步伐明显
加快……2009 年至 2015 年 7 年时间，望城
区中小企业园工业总产值、 规模工业增加值、
上缴税收，年均增幅都在 50%以上，增速均走
在市、区前列。 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吸引 36 家
企业入驻，投产达效 22 家，年度完成工业总
产值 45 亿元，完成税收 8600 多万元 ，解决
劳动就业 4500 人。

2016 年，该园区围绕区委、区政府“项目
建设竞赛年”战略部署，锐意创新、克难奋进，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一条条道路宽阔平坦，勾
画出纵横交错的骨架，支撑起园区发展坚实的
脚步；一个个项目如百舸争流，汇聚产业发展
的璀璨星光， 照亮新型工业化的光明前程；一
栋栋厂房拔地而起， 演变成一串串强劲的音
符，奏响了后发赶超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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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节点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