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平台：“两城七园”再升级，项目落地空间广新平台：“两城七园”再升级，项目落地空间广

新方略：在区域谋发展，在全国争地位，在全球引资源新方略：在区域谋发展，在全国争地位，在全球引资源

这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1-9 月，浏阳
共签约项目 147 个， 其中投资 50 亿元以上
项目 4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 6 个； 引进市外
境内资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5.53 亿元，同
比增长 14.15%； 省外到位资金 57.14 亿元，
同比增长 13.47%……

“没有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就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要以最强决心、最大力度招大
引强。”“招商引资是推动浏阳加快发展的强
大动力，是谋求浏阳未来发展的第一要务。 ”
年初的浏阳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 2017
年是浏阳的“大项目推进年”，要全力以赴争
项目，精准施策引项目，攻坚克难促项目。

面向全球范围引资源， 浏阳不断创新招
商机制，浓厚招商氛围。

今年上半年，浏阳升级招商政策，出台了
《浏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
工作的意见》和《浏阳市招商引资中介人奖励
办法》，政策向投资商倾斜，树立全民招商引
资风向标。

招商氛围越来越浓厚。 向珠三角、长三
角、环渤海以及成都、重庆等经济发达地区
城市，浏阳派出 46 名综合素质过硬的青年

后备干部，实现协助引进项目 49 个，在谈
项目 282 个。

今年浏阳先后组团参加湖南（香港）投资
贸易洽谈周（港洽周）、央企入湘对接暨长沙投
资恳谈会、第二届丝绸之路工商领导人（西安）
峰会等招商活动。 同时， 浏阳成功举办 2017
年情系美丽浏阳、共建“两个中心”招商推介恳
谈会，浏阳市 2017年美丽乡村与现代农业招
商推介会，粤港企业家浏阳行，并在重庆、北
京、山东举办“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2017
年浏阳籍乡友招商恳谈会等招商活动。

同时， 浏阳还指导成立广州市湖南浏阳
商会、深圳市湖南浏阳商会、东莞市湖南浏阳
商会等在外浏阳商会，深度挖掘、整合浏阳籍
在外成功人士资源，切实开展以商招商、以情
招商。

……
面向全球范围引资源， 浏阳不断改善项

目与企业发展环境，大量手续办理实现“最多
跑一次”，大大提高了项目落地、投产达效的
速度。

“企业从签约入驻到投入试生产，仅仅花
了 4个月，期间所有的证件、手续办理都是由

政府和园区的工作人员帮忙代办， 我自己就
跑了一趟。”湖南绿之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斌感慨， 在位于浏阳镇头镇的浏阳环
保科技示范园“找到了‘娘家’的感觉”。

亲商、安商、富商和兴商，这只是浏阳不
断优化投资环境的案例之一。

今年 5月以来，浏阳在全省率先推进企业
和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所有职能部门
办事窗口和审批事项全部进入“市民之家”。

“目前，浏阳已公布并实施事项 869 项，
占全部事项的 82%，可减少企业与群众重复
提交材料 2000 余项和到现场跑腿 1000 余
次。”浏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伟表示，将全
力推动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只进一张门、
只上一张网、只拨一个号”，努力实现企业办
事“最多跑一次”的目标。

新方略，新平台，新氛围，助推浏阳新一
轮大建设、大发展、大提升热潮。 今年 1—9
月，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87亿元， 增长
10.5%； 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1844 亿元，增
长 13.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40 亿元，增长
16.2%，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稳中求进、开拓
奋进的良好态势。

全球引资源 浏阳再出发
———写在 2017年浏阳市招商推介会暨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之际

王文隆 黎涛 刘琼

11 月 3 日， 引人注目的第十三届
中国（浏阳）国际花炮文化节大幕开启。
当天，以绚烂的烟花为媒，浏阳市举办
2017 年浏阳市招商推介会暨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

浏阳地处湘东， 毗邻江西， 面积
5007 平方公里，辖 32 个乡镇（街道）、
322 个村（社区），是全省人口第一、面
积第二大县，享有“千年古县”“烟花之

乡”“花木之乡”等美誉。 2016 年，全市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18.2 亿元，增长
11%；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5.5 亿
元，增长 11.2%。 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
竞争力位居全国百强第 19 位， 连续五
年获得长沙市绩效考核县(市、区)组第
1 名。

在独步业界的国际性花炮文化节
期间，举行招商推介会暨重点项目集中
签约活动，折射着新时代浏阳发展的新
方略与招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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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甲方 项目名称 乙方 签约总额

（万元） 项目简介

1 浏阳经开区 触摸传感器项目 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520000 蓝思科技触摸传感器项目，位于浏阳经开区瑞林片区，占地 800亩，总投资 52亿元，总建筑面积不少于 60万平方米，建设触摸传感器生产基地。全面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00
亿元，年创税收过 10亿元。

2 浏阳经开区 韵达湖南快递电商总部基地 上海韵达货运有限公司 100000 项目选址浏阳市经开区，规划面积约 300亩，总建筑面积约为 22万平方米，建设韵达湖南快递电商总部基地项目，主要包括综合智能化分拣中心、仓储配送中心、湖南省电商中心、
湖南省结算中心、综合办公楼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

3 浏阳经开区 电外科手术系统项目 北京诺特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项目选址浏阳市经开区，拟租赁园区所属的E中心标准厂房，首期面积约 30000平方米，建设电外科手术系统项目，生产电外科手术刀，取代进口产品，预计 2018年 1月在园区投产。
4 浏阳经开区 见习食品主食工业化生产基地项目 湖南见习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项目选址浏阳市经开区，规划面积 99亩，拟建设包括“589古法熟化真谷米”生产及相关配套项目在内的主食工业化生产基地。
5 浏阳高新区 华达汽车冲压件及焊接生产项目 江苏华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项目选址浏阳市高新区，规划面积 52�亩，生产汽车冲压及焊接件产品，主要为大众、三菱、吉利等知名汽车厂商配套，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 5�亿元。
6 浏阳高新区 保光汽车密封材料生产项目 保光（天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0000 项目选址浏阳市高新区，规划面积 45亩，生产汽车密封材料、隔音、补强、阻尼、减震材料等产品，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 8�亿元。

7 浏阳高新区 钧达汽车仪表板和内外饰件生产
项目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项目选址浏阳市高新区，规划面积 67�亩，生产汽车仪表板总成、前后保险杠总成、门内饰板等汽车内外饰件等产品，主要为长丰猎豹、广汽菲克、三一重工等十余家汽车厂商配套，

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 10�亿元。

8 浏阳高新区 富诚汽车内外饰件生产项目 富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0000 项目选址浏阳市高新区，规划面积 58亩，生产中央通道系列、发动机罩盖系列、车身外饰件系列、手套箱、副仪表板、挂挡手柄系列等产品，主要为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广汽本田等
国外客户提供配套，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 5亿元。

9 浏阳高新区 碳化硅材料及芯片项目 山东天岳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项目选址浏阳市高新区，主要进行专业半导体晶体材料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主要产品有蓝宝石晶锭、晶棒和碳化硅单晶衬底，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发光二极管（LED）、高功率高
频、微波电子器件等，应用领域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太阳能光伏发电、通讯基站、LED�照明、军工领域。

10浏阳高新区 紫金财产保险湖南分公司总部经
济合作项目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00 项目由紫金财险湖南分公司投资建设，主营各类保险业务，拟将分公司营业部、分公司电商部、浏阳机构三部门迁入浏阳高新区，预计年纳税额达 800万元。后期计划将分公司培训

中心和后援中心也迁入浏阳高新区。

11浏阳两型产
业园 中国湘菜食品产业园 湖南如意厨食品有限公司 30000 项目选址浏阳市两型产业园互通口以北，投资建设预制菜产业园，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5亿元。

12浏阳两型产
业园 绿色建材打印项目（二期） 湖南杰龙科莱达新型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 20000 项目选址浏阳市两型产业园互通口以北地块，规划面积 180亩，主要进行 3D定制板墙式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二期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10亿元。

13浏阳两型产
业园 高朗烈酒生产项目 湖南高朗烈酒有限公司 10000 该项目主要进行威士忌、白兰地等其他酒的研发生产销售，总投资 1亿元，占地面积 30亩，选址位于创辉路以东，浏东公路以南。 项目采用苏格兰式铜制蒸馏机组和全套苏式的酿

造工艺，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 2亿元，完善园区食品产业链。

14浏阳文化产
业园

“一起来唱浏阳河———湘约世界”
文创平台战略合作项目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分公司 6000 项目拟整合黄花国际机场航站楼的公共资源，将 T2 航站楼长廊和 T1 航站楼连廊打造浏阳城市形象情境空间和文创品牌推广平台，向旅客输出“一起来唱浏阳河”的品牌形象和

文化消费；联动机场粉丝，拓展线上营销推广效益；合作进行非遗文创品牌开发和情境展演，在机场再造“一起来唱浏阳河”文旅体验新景点。

15浏阳招商引
资服务中心 聚智浏阳五鱼尖风电场项目 中伏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40000 项目拟选址浏阳市北区连云山脉一带，涉及社港、龙伏、淳口等乡镇。规划面积 90亩，其中一期 30亩，拟建设 30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总投资 24亿元，第一期项目在 2017年内完

成投资 6000万元，到 2018年达到预计设计规模并全部建成投产。
16镇头镇 童年记食品项目 童年记食品有限公司 43000 项目选址在浏阳市环保科技示范园食品工业小区，规划面积 450亩，规划建设内容为生产基地、项目总部和电商平台，生产“童年记”系列食品，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 10亿元以上。

17北盛镇 中南针织袜业电商产业园 湖南省冠兴针织有限公司 65000 项目由上市公司冠华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6.5亿元，规划面积 400亩，建设中南纺织城孵化基地，以孵化基地为平台，建立电商中心、生产中心、销售中心、技术中心、创业
中心及生活配套中心，园区建筑面积达 35万平方米，将建设成为集原料批发、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和产业聚集群。

18龙伏镇 石柱峰生态旅游区开发项目 北京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000 项目拟对石柱峰生态旅游区现有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改造，规划升级石柱峰景区和凤凰峡漂流景区，打造“千宿体育小镇”（暂定名）民宿集群，推动民宿产业及相关旅游产业发展。
19社港镇 社港嘉力臣文化旅游项目 嘉力臣（国际）有限公司 100000 项目拟在石牛村万福岭打造民宿文化旅游度假村、打造周洛、石柱峰旅游主题公园、在集镇建设大型医养综合体、在丹霞湖建设康养度假村。
20沙市镇 宏浩包装项目 东莞市宏浩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12000 项目选址沙市镇，占地面积 60亩，主要生产光学用 3D屏幕保护膜模切生产线，为蓝思科技做配套包装。

21澄潭江镇 浏阳市广成精密五金项目 深圳市亚飞洋科技有限公司 8000 项目选址在浏阳市澄潭江镇，占地面积 30亩，主要生产卫浴配件（水龙头，淋浴头）及工业精密五金配件的研发与生产。项目共分 2期，一期投资 5000万元（6个月完成），二期投资
3000万元，分两年完成全部投资。

22集里街道 烟花安全销售信息化平台研发 北京永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公司选址集里街道，拟建设花炮行业安全生产全监管、产品销售相结合的信息化平台开发，目前在浏阳关口等地选址 3 个厂家投入 1000 余万元试点成功，准备投资 2 亿元开发运
营。

部分重大战略项目情况表

初冬时节， 浏阳两型产业园锦程食品项
目地块内，挖机正在平整土地，十几名工人在
堆砌护栏，现场一派繁忙施工景象。

今年 1-8 月， 园区跟踪洽谈 70 多个项
目，签约引进 10 个项目，另有 10 个项目已
进入合同洽谈阶段。招商形势大好，园区又把
目光投向新目标，决定在大浏高速以北地段，
建设一个规划占地面积达 5000 亩的新园
区，以破解项目和用地之间的矛盾。 10月底，
新园区启动施工。

面向全球范围引资源， 浏阳不断创新承
载平台。包括浏阳市两型产业园在内的“两城
七园”再度升级，一起成为浏阳承载项目与资
源的新平台。

浏阳主城———
这里目前重点建设两个板块。
一是长兴湖滨水新城板块： 规划面积 8

平方公里， 紧邻浏阳河， 毗邻浏阳市行政中
心，是一个山、河、湖、城高度融合的现代化滨
水新城，将建设五星级酒店、风情商业街区、
商务办公、旅游综合体、文化创意项目。

二是道吾新城生活板块： 总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是浏阳未来的生活中心，正在建
设之中的浏阳规划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
人民医院、道吾学校均将坐落于此。接下来，
道吾新城将打造宜商、宜居、宜游、宜工于一
体的产城融合、 配套完善的现代化城市新
区。

金阳新城———
地处浏阳西北部， 位于长沙城区与浏阳

主城之间，涵盖浏阳经开区、高新区、永安镇、
洞阳镇、北盛镇、蕉溪乡等“两园四镇”。未来，
这里将打造成为对接省会卫星城、 功能转移
承接地、产城融合示范点、城乡统筹样板区。

浏阳“七园”，包括浏阳经开区、浏阳高
新区、浏阳两型产业园、浏阳文化产业园、花
炮产业集中区、大围山生态旅游示范区、浏阳
河生态经济示范区。

规划面积 60 平方公里的国家级浏阳经
开区， 将重点引进和建设电子信息、 生物医
药、健康食品等项目。

规划面积 50 平方公里的省级浏阳高新
区，将重点引进和建设工程机械整机制造、汽
车及零部件制造、 再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及再
制造企业、快速消费品加工制造、综合市场、
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项目。

规划面积 21.55 平方公里的浏阳两型产
业园，将重点引进和建设健康食品产业园、安
全食品产业中心标准厂房、 农副产业物联基
地、城市综合体等项目。

……

一方面是不断有项目引进落地，在浏阳
5007 平方公里大地上扎根生长； 一方面是
接二连三有企业上市，游弋于更广阔的资本
海洋。 这与今年以来浏阳决策层提出的发展
新思路、新方略分不开。

“鼓全市之劲，集全市之智，举全市之力
……坚决打好打赢‘五大战役’！ ”5 月 5 日，
浏阳市举行“五大战役”动员部署会，吹响了
精准扶贫攻坚战、深化改革攻坚战、大项目
年攻坚战、安全生产保卫战和生态环境保卫
战的紧急集结号。

“在区域谋发展，在全国争地位，在全球
引资源。 ”这是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
黎春秋提出的新方略。 他要求，浏阳要紧紧
围绕新的发展方略，为加速腾飞开创崭新局
面。

在区域谋发展———
就是要跳出浏阳看浏阳、突破局限谋发

展。 浏阳位于湘赣边区域的中心，处于“中三
角”核心位置，是湘赣边区域合作开发的引
领者和中西部县域发展的佼佼者。 面向未
来，浏阳要在更广区域的发展中找准自身的
“坐标”，要立足长株潭，引领湘赣边，放眼中
西部，参与更大范围、更广区域、更高层次的

竞争与合作，在全面对接“一带一部”和长江
经济带等战略中发展壮大，形成强大的聚合
效应和辐射效应，从而在区域发展中“唱主
角”。

在全国争地位———
就是要在攀高比强中激发斗志、在争创

一流中提升水平。浏阳已经是排名全国第 19
位的经济强县，着眼长远，不仅要在经济实
力上名列前茅，各个领域、各项工作都要在
全国“勇立潮头、争创一流”，各级各部门都
要敢于向一流看齐、向先进叫板、向顶级进
军，以善做善为赢得发展地位、发展资源，致
力打造“全国先进”的示范样本和发展品牌。

在全球引资源———
就是要站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高

度，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发展大潮，把发展视
野扩宽至全球、 把发展触角延伸至全世界。
特别是要大力吸纳全球资金、项目、产业、游
客和人才，把浏阳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
的投资洼地、兴业沃土、发展高地。

登高望远，耳目一新。 唯其如此，浏阳方
能以宏大的气魄，谋划打造招商引资、产业
发展的新平台、新环境，营造全民招商引资、
企业千帆竞发的新氛围。

刚刚过去的 10 月份， 浏阳在资本市
场搅起一圈又一圈涟漪：先是浏阳经开区
的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顺利登陆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敲钟上市（股票代码
300705）， 成为湖南新三板成功转板第一
股；三天后，浏阳高新区的宇环数控机床股
份有限公司 (简称宇环数控， 股票代码

002903)又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而今年新
春伊始， 浏阳经开区的盐津铺子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盐津铺子）即已率先打开了
浏阳企业上市的闸门。

至此， 浏阳已拥有八家上市企业。 尤
其值得关注的是，一年之内三家企业上市，
浏阳的企业为什么能做到？

新氛围：全民招商掀热潮，办事“最多跑一次”新氛围：全民招商掀热潮，办事“最多跑一次”

生机勃勃的国家级浏阳经开区。 (浏阳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供图)

浏阳主城区，美丽浏阳河
穿城而过。 张迪 摄

2017 年浏阳市招商推介会暨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将签订 77 个投资项目的招商协议，引资达 399.06 亿元，现场将签订触摸传感器、碳化硅材料等 10 个产业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