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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至 6 日， 国内 20 余家知名
投资机构、证券公司等受高新南粤基金邀
请，齐聚衡阳，带来一场关于“直接融资”
的“及时雨”。

这么多国内投资“大咖”、券商一齐现
身，在衡阳金融发展史上尚不多见。 这得
益于衡阳高新区投融资平台的打造。

结合现有优势，衡阳高新区竭力打造
“创新创业”“市场交易和开拓”“公共服
务”“投融资”四大平台，极大提升了高新
区在整个湘南地区乃至全省的核心竞争
力。

创新创业平台“以 2337 工程” 为带
动，释放的效应有目共睹，目前各大项目
正在加紧建设，今明两年可基本建成创新
创业示范区和现代产业核心区。

市场交易和开拓平台，主要包括国际
会展中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跨境电商
产业园和一批供应链公司。 其中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已经运行，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正
在报批， 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
其拥有的“快件中心”和“跨境直购”两块
运营牌照是目前全省除长沙外唯一一个
拥有这两块牌照的地区。

公共服务平台上，衡阳高新区集中了
全市 90%以上的政府职能部门，政务服务
中心、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金融服务中心、
创业服务中心和一批中介服务中心聚集，
明年中介服务大楼也将投入使用。

投融资平台的打造则于衡阳高新区
的发展至关重要。 2015 年 8 月，衡阳高新
区管委会出资组建衡阳高新投。 经过近 2
年发展，高新投资产过百亿，集团化改造
初步完成，先后成立 6 家子公司。 到“十三
五”期末，力争实现高新投资产规模 300
亿元，融资规模 300 亿元。

其中衡阳高新投旗下的高新南粤基
金是全市首家政府投资基金， 衡阳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曾多次对其发展作出指
示：“鼓励高新南粤基金合法合规快速做
大做强，争取发挥好以点带面的示范引领
作用。 ”“高新南粤基金要成为全市工业经
济植优补短的重要力量、重要抓手和支撑
点，尤其要在股权投资上积极作为。 ”“高
新南粤基金要大胆尝试、大胆突破，摸索
出一套因地制宜的机制，为后来者提供借
鉴。 ”

自去年 12 月底组建以来， 衡阳高新
南粤基金积极加快社会资本引进，陆续与
20 多家机构达成业务合作意向，与 11 家
社会资本签约；在走访调研全市百家企业
的基础上，对 11 家企业达成投资意向，确
定 4 家企业为产业基金第一批重点拟投
项目。

9 月份的衡阳高新南粤基金与社会资
本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基金拟投项目启
动大会，也可视作衡阳实体经济与金融的
全新磨合。 而这，也是衡阳高新区投融资
平台为全市股权融资带来的积极意义。

创新活力城 产业新高地
———衡阳高新区创新驱动、产业引领纪实

唐欧 王皆清

从衡阳市的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队”的
高新区， 衡阳高新区的跨越式发展就从五
年前的这次身份转变开始。

衡阳市委、市政府对其寄予厚望。衡阳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农明确要
求： 衡阳高新区要打造成为全市项目建设
的主战场、 产业转型的承载地和创新发展
的示范区；要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助推全市
产业转型升级。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
新指出： 衡阳高新区要集聚全市最多的创
新要素、最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最多的
高端人才，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但压力显然不小———全国面积最小的
高新区、创新能力薄弱、产业特色不明显。
衡阳高新区过去的五年，就是顶住压力，不
断补齐短板、不断实现自我跨越的五年。

改变的决心有多大， 带来的惊喜就有
多强烈。 这五年，高新区根据衡阳市委、市
政府部署，积极实施“产城融合”战略，按照
“实现一个目标，突出两个重点，建好三大
区域，打造四大平台”的发展思路，着力打
造全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创中心、金
融中心和文化中心。 仅 2015 年至 2017
年， 衡阳高新区招商引资总额达 300 亿
元，项目开工 150 余个，发展成效初步展
现。

“五年时间，高新区宜居指数的上升有
目共睹，最关键的是，还有这么多优质项目
进驻，有这么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这让我
们相信‘产城融合’不是一句空话，也让我
们对未来充满底气和信心。 ”衡阳高新区管
委会一位老员工如是感慨。

从一片山头水塘中开辟出的衡阳高新
区，经过多年筚路蓝缕的艰辛“创业期”后，
一度进入安稳期———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商贸人气旺盛、居民生活舒坦，是衡阳市最
宜居区域。

五年前获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高
新区， 成为衡阳高新区发展史上的关键节
点。

“国家级高新区”的确是一份荣誉，但
于衡阳高新区而言， 对应国家高新区创新
能力评价体系，底气缺乏。唯有重新调整发
展思路和产业结构， 才能真正匹配这份荣
誉。

转型是不得不选择的路径， 转型的艰
辛也自是不言而喻。 但衡阳高新区管委会
主任欧杏表示：“我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转型期必然会有困难和阵痛， 但再难也要
坚持和挺住。 ”坚持之下，最困扰衡阳高新
区的发展空间问题得以解决。 从 1992 年
成立， 衡阳高新区的规划面积始终保持最
初的 15.09 平方公里， 是全国区域面积最
小的“国家级”高新区，且发展工业的区域
在芙蓉路以南， 面积不过 4.5 公里。 如此
“弹丸之地”，施展空间可想而知。

2015 年，衡阳市委、市政府正式调整
高新区核心片区范围， 扩大原 15.09 平方
公里的核心片区面积至 43.35 平方公里；
同时整合白沙洲工业园区、衡山科学城、钢
管深加工产业聚集区、输变电科技产业园，
形成高新区名下核心区之外的“一区一城
两园”，至此，高新区总面积达到 137.35 平
方公里，“大高新”已然成型。其中核心区新
增的陆家新区和雨母新区总面积近 30 平
方公里，使高新区创新驱动、产业引领有了
新依托。

发展空间扩大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2017 年前三季度，衡阳高新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410 亿元， 实现财政总收入 43 亿
元。 现在，高新区正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到“十三五” 末， 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00 亿元以上，财政收入 100 亿元以上，
综合实力进入全省园区前 3 名、 全国高新
区排名前 50 强。

五年来，高新区将创新创业作为促进
经济结构转型、培育新业态、扩大就业增
长点、推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

“2337 创新创业工程”，即 2 大创业
园、3 大众创空间、3 大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和 7 大科技园是高新区推动双创工作的
关键工程。 其中衡阳市留创园一期于
2016 年年初开园， 吸引年轻海归助力发
展；创新创业示范基地被评为衡阳市唯一
一个省级双创示范基地；中兴网信科技园
的所有场地已被创新创业企业入驻；总面
积 6500 平方米的“启迪之星”（衡阳）是衡

阳市首个由专业团队运营的孵化器，背靠
清华启迪科服，联动全国启迪资源，打造

“没有围墙的清华科技园”。 启迪之星的吸
聚效应出乎高新区意料，刚启用不久就进
驻了 65 家企业， 更有一大批企业在排队
进驻。

来自工商部门的一组数据反映了衡
阳高新区的受欢迎程度。 从 2014 年到
2016 年期间， 高新区市场主体增长率呈
直线上升趋势，其中 2016 年底较 2014 年
增长 121.5%，较 2015 年增长 31.75%。 截
至今年 10 月， 高新区内共有市场主体

11145 家。 今年已新设企业 773 户，同比
增长 35.08%。

华为（衡阳）联合创新实验室的建立
对于衡阳高新区的意义也不容小觑。 2016
年 7 月 18 日，华为（衡阳）联合创新实验
室正式落户衡阳高新区并揭牌。 该实验室
研究的课题“视频算法”是人工智能最核
心的内容，也是目前世界上最为领先的技
术。 其既是“2337 双创工程”的重要一环，
也代表着衡阳高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跨
越。

近几年来，高新区大力推进创新型园
区建设， 科技创新投入占 GDP 的比值年
均达 4%以上，2016 年， 高新区投入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同比增长 176%； 高新技
术产业销售收入占工业销售收入的 90%
以上。 目前高新区已聚集了产学研合作平
台、科研平台、培训平台、创业平台、科研
平台近 100 个，其中，国家级的企业技术
中心 4 个， 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5 个，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 个，院士工作站 2 个，国家
级孵化器 1 个。 这些平台的发展，有力提
升了高新区创新能力和国际化合作水平。

“创新”作为高新区突出的发展重点
之一，不仅包括平台创新、技术创新，还包
括业态创新、 机制创新等各领域全面创
新。 据悉，高新区体制机制创新已进入全
面加快阶段， 将有望推行园区企业化管
理， 这将进一步激发衡阳高新区发展活
力。

“大高新”
奠定发展基础

“双创”激发活力

“四大平台”齐发力

随着发展空间的拓展，以及以“创新”
“产业”为两大重点发展思路的确定，使高
新区得以全面调整发展布局，并最终确定
以三大区域作为高新区产业承载地，着力
通过这三大区域构建新技术、 新业态，形
成产业的高效集聚。

其中陆家新区位于高新区西南部，规
划总面积 9.81 平方公里。衡阳高新区拟规
划投资 300 亿元以上， 建设科技园区、总
部经济、双创基地、国际社区和金融中心
等产业项目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做
实做大高新技术产业，将其建成衡阳地区
的现代产业核心区、高端人才集聚区和新
型城市发展的样板区，为高新区转型升级
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目前，已有国际会展
中心、中兴网信、总部基地、双创中心、金

融中心、虚拟大学城、宏华 CBD 等一大批
优质项目陆续落地并开工建设。

随着陆家新区建设的推进，横贯新区
的衡州大道被赋予重任。 衡州大道被称为
衡阳“东西向第一路”，自 2013 年底全线
通车以来，辐射带动效应有目共睹。 但这
些年来，沿线商业、产业形态并未形成成
熟模式，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

最终， 衡阳高新区联合上海乾界置
业，将 7.2 公里道路两厢按照“创新平台 +
主题产业 + 创业孵化 + 社群服务 + 居家
生活”的服务新模式，打造 7 个主题创业
社区。 此系第二大区域———衡州大道产业
轴。

高新区另一着重打造的区域则是南部
工业区更新改造区。 该片区原作为工业集

聚区打造，但有部分产业效能低下，导致大
片土地闲置。 高新区于今年 8月正式发布
《关于促进工业（科技）地产发展的实施意
见》，计划以现有产业为依托，以闲置工业
用地为载体，以科研楼、总部楼、办公楼、展
示中心、高端制造中心、智能制造中心、培
训中心和配套服务的综合楼为主要开发对
象。

随着这三大区域建设的推进，高新区
一大批项目有了落地空间。

今年 2 月份，衡阳市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在衡阳高新区陆家新区举行， 全市 30
个项目中，高新区占到 9 个。 今年衡州经
济论坛期间， 高新区再次成为全市焦点。
在这场盛会中， 高新区 13 个开工项目总
投资达 99 亿元， 开工数量和总投资额均
居全市首位；签约项目 6 个，其中不乏总
投资超过 10 亿元的大项目。

“三大区域”作承载▲留学人员创业园

▲华为创新实验室

双创中心效果图 （本版图片由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提供）

▲ 衡 阳
市委书记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主任周农 （前
排左三 ）在衡
阳 高 新 区 管
委 会 主 任 欧
杏 （ 前 排 左
二 ） 的 陪 同
下 ，在园区企
业调研。

▲ 衡 阳
市委副书记、
市长郑建 新
（左二） 在衡
阳高新区 企
业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