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华湖德文化公园美景

文 \ 孙月潮 徐 慧 宋 佳 高晓明
图 \ 钟泉

建园之初， 湘潭经开区即确立了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
三大主导产业。十余年时间里，湘潭经开区一
张蓝图画到底， 如今的经开区三大产业不仅
仅完成了量的积累， 更在一步步实现着智能
制造的突破， 不断向着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发
起冲锋。

燃油车退出时间表、“双计分” 政策，最
近国家部委针对中国汽车发展的几个重大
政策的发布让本已经风起云涌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更加躁动。 业界深知，中国坐拥全球
最大汽车消费市场，汽车工业却一直以来未
能实现在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零部件领域
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我国与全球汽车制造强国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在其中一些领域甚至更具优势，中国借
助新能源车的发展实现对传统汽车强国的
弯道赶超势在必行，国家的一系列汽车政策
调整的战略目的即在于此。谁掌握了新能源
汽车， 谁就掌握了未来汽车板块的主动权。
那么，九华这个以汽车立园的园区准备好了
吗？ 答案是肯定的。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也是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 2016 年，
中国锂电池的销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三元
锂电池是国际主流， 而在三元锂电池方面，
九华的园区企业桑顿新能源无论在产能上
还是技术上都有发言权。 今年，桑顿新能源
年产锂离子电池达 8Gwh、 正极材料 3 万
吨，客户包括福田汽车、中通客车、众泰汽
车、广通客车、卡威汽车、大运汽车、江南汽
车等。 桑顿生产的高镍三元全电 0.5C 容量

达到 190mAh/g 以上， 循环达到 2000 次，
获得国内主流整车企业的认证，成功进入高
端汽车供应链；桑顿新能源生产的镍钴铝酸
锂 （NCA） 正 极 材 料 ， 比 容 量 可 达 到
200mAh/g， 预 计 到 2020 年 达 到
300WH/kg， 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
平，接近或优于日本松下公司供给美国特斯
拉汽车电池用的镍钴铝酸锂（NCA）产品性
能，已申请国家专利。 目前，桑顿同时有约
30 个方向的技术在做研究， 预计 2020 年，
桑顿电池在高能量密度、快充技术、高低温
技术等方面均有望走到世界前列。桑顿电池
管理系统实现了实时云平台管理及软件空
中升级。

在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等方面， 湘潭经
开区也极具优势，桑顿新能源、海博瑞德等企
业在新能源电机、 电控技术上拥有国内领先
的优势；舍弗勒、延峰安道拓、京西重工等世
界五百强及业内优势企业也助力新能源汽车
全产业链的构成。

在整车方面， 吉利汽车的新能源车型即
将在九华下线； 恒润高科拥有了新能源汽车
生产资质， 并在数年前早已经制造出国内首
台量产大型环卫清扫车。

一个覆盖新能源汽车、 传统燃油汽车两
大领域，从汽车研发、检测、整车、零部件、销
售、 培训到汽车文化的全产业链条在九华已
经形成并在日益壮大。 1-9月份，汽车及零部
件制造产业完成产值 257 亿元，增长 30.4%，
吉利汽车实现产值 115.9 亿元，增长 17%，整
车产量 13.1万台， 增长 18.2%， 发动机产量
19万台，增长 55%。

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也正在进
行迭代升级。 在先进装备产业方面，龙头企
业泰富重装已经形成以智能化设计、智能化
生产和智能化服务为基础的智能制造体系，
建造以智能无人化环保料场系统和智能海
上移动码头为标志的高端智能化成套产品，
打造产品售后服务平台、工程总包管理智能
化管理平台、产品远程运维，先进装备智能
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 即将在今年春节期
间投产的伟纳新材料将实现世界最轻固体
材料气凝胶及其生产设备的九华造；HLT
项目将生产出世界最快三角形机器人。 电子
信息产业方面，新入园的鼎勤通讯将填补湖
南省没有手机整机企业的空白，更为可喜的
是这一项目是全产业链项目，除了芯片级的
产品不能自造之外，鼎勤涉及了整个手机制
造的全产业链；项目于投产后第三年及以后
实现年进出口额 10 亿美元以上，年产值 40
亿元以上。 已经开工的蓝思科技九华基地投
资 30 亿元，达产后年产值将达到 60 亿元。

改革是开发区的本质属性。 开发区不仅仅
是一种地理概念，更是一种体制概念。所谓体制
概念，就是这个区域可以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创
新的举措先行先试，为改革探路。

开发区设立的特殊背景与背负的使命决定
了改革是开发区永恒的旋律。 我国设立国家级
开发区的重大背景之一就是对特区成功经验的
推广和放大，对改革精神的拓展与升华。 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自改革开放初期建立以来，积
极探索、锐意创新、大胆实践，在对外开放、体制
创新、产业集聚、科技创新、集约用地、城市建设
等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 已成为中国经济最有
活力、最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中国最具吸
引力的投资热土。 可以说，没有改革这个本质属
性，就没有开发区的大发展；失去了改革这一灵
魂，开发区就会失速。

对于开发区而言， 锐意改革就是不忘初
心。自 2016 年以来，湘潭经开区以一场刀刃向
内、迎难而上、破解痛点的改革吹响了建设“全
国一流园区”的号角。改革，也成为近两年九华
主要经济指标 V 型发展， 招商引资过千亿元、
项目建设快速推进等一系列发展佳绩的内在
动因与核心逻辑。

这是一场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激情，提
升干部职工创造力、执行力的改革。改革是解放
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把人的
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合理地发挥出去， 是改
革的目标、动力，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湘
潭经开区通过人事、绩效及大部制改革，一批优
秀干部脱颖而出，成为干事创业的急先锋；一批
985、211 院校毕业的高端人才经层层筛选，成
为经开区发展的新鲜血液； 全体干部职工的能
力再提升、工作再提速。 我们看到，在出色应对
了抗洪抢险等重大挑战，创文国检、环保督察等
重要检验的同时，经济发展依旧速度不减，九华
服务依旧品质不降。 湘潭经开区 1000 亿元招
商引资合同落定，行政审批提速 60%，70%的招
商引资项目迅速落地。

这是一场激发平台公司内生动力，提升市场
竞争力的改革。 今年 9月 8日，湘潭九华综合保
税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从市委常委、副市
长程蓓手中接过营业执照，九华综保投正式盛装
起航。这家在九华系统性改革中诞生的公司完成
了对经开区、综保区原综保投及其子公司的战略
重组，将扛起改革大旗，对标国际国内一流企业，
按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来科学运作， 做到特色明
显、管理科学、运行高效。 投资 15亿元的综保区
二期项目、 投资 26亿元的青竹湖总部经济区和
国际生活区项目和投资 7 亿元的九华“智慧之

城”等高大上的项目将在这家公司的操刀下成为
九华新的亮点。 与此同时，九华的另一家平台公
司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改革的春
风沐浴中日益羽翼丰满，目前已经成为湘潭市资
产规模最大的平台公司，在全国百强区县级地方
政府投融资平台中排名第 14位。 这家在改革中
壮大的平台公司已经开始尝试用市场化手段扶
持园区企业的发展壮大， 已投资十余家实体企
业，累计投资额超过 2.6亿元。

这是一场加强企业发展要素供给， 助推企
业转型升级的改革。新常态下，企业转型升级得
越早、越快、越主动，园区的发展成效就越明显，
发展质量就越高，发展后劲就越足。在这一过程
中，园区作为推动市场发展的主体，在资金、电
力资源供给等企业力有不逮的领域给予雪中送
炭，必将为园区企业的发展注入加速动力。湘潭
经开区有效利用湘潭产业引导基金和智造谷基
金两只参股基金对区内泰富、恒润、铭泰汽车等
企业做出投资或确认了投资意向。 通过参股控
股、创投风投等方式，对区内包括湘潭国中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湘潭惠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湘
潭三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等在内的 6 家公司进
行投资， 支持企业发展。 通过成立金融服务公
司，为区内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小额借贷等金融
服务。 经开区成功获批全国首批增量配电改革
试点园区，目前，已经完成了大股东招商洽谈、
预公司成立等项目所需的所有前期工作， 增量
配电业务试点项目已经开标， 项目即将进入实
质性运作阶段，未来，湘潭经开区的企业在电力
成本方面将有差异化竞争优势。

……
今年，湘潭经开区系统性改革在“1+2+6”的

战略框架下强力推进，发展活力得以激活，发展
效能得以提升，发展质量稳步提高。从总量上看，
1—9月，完成技工贸总收入、工业总产值这两个
最关键指数同比增长都在 20%以上，多项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居全省主要园区第一；从园区发展后
劲来看，前三季度，实现合同引资 226.85 亿元。
在洽在谈项目 49个， 投资总额 596.71亿元；从
园区的开放度、创新度来看，上半年，九华进出口
额增加值增速全省第一，已引进加拿大麦格纳国
际集团、墨西哥克康集团、德国埃贝赫等 8 个世
界 500强项目与外资项目，1-9月，39家高新技
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值 420.7 亿元， 增长 15.8%，
占工业总产值的 45.6%。

九华正在系统性改革的助推之下， 向着
2020年前汽车产业过 1000亿元、 工业总产值
过 2000 亿元，技工贸收入过 3000 亿元的目标
大步迈进。

不忘初心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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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九华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服务 初心不变，细节却愈加动人

有一种精神底色， 建园十余年， 从未黯
淡；这种精神是服务的精神；有一种信念，历
经岁月磨砺， 从未有片刻淡忘， 这种理念是
“所有的部门都是服务部门，所有的岗位都是
服务岗位，所有的公务员都是服务员”。 2016
年以来，湘潭经开区更是将“九华服务”这一
招牌由理念升华为行为的规范、 具体可执行
的制度与客商切身可感的细节。

今日的九华，服务，初心不变，细节却愈
加动人。

10 月 12 日，“十一”长假刚过，湘潭经开
区各企业负责人齐聚九华大楼， 参加一场企
业服务与项目建设的动员会。会议时间不长，
却“干货”颇多。 最令在场企业家兴奋的是桌
上的一份红头文件《奋战四季度，实施“项目
建设和企业服务攻坚战活动”行动方案》。

正如湘潭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孙银生所
要求的“雪中送炭，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落实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全力支持，帮
助企业发展壮大”。 这份《方案》紧紧围绕“企

业服务”和“项目建设”两大主题，开展“十六
大”专项行动，将对企业的服务、项目的服务
细化到了具体事项、具体时间节点、具体责
任人，将为企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
助力。 助力企业上市，湘潭经开区将对地通
汽车、泰富重装、桑顿新能源、永达机械、兴
业绿能等拟上市优势企业， 按一企一策、一
事一策要求，开展企业精准帮扶活动；帮扶
细节甚至细化到了企业具体业务项目的帮
扶、公交站点的设置，全面贴心服务企业。 助
力企业生产要素供给，针对企业面临的高精
尖人才难聘、产业工人难招、技术工人难留
等问题，进行专项上门服务活动，开展“入
名校、揽英才”、“招才引智、金秋送岗”大型
公共服务和“送培训进企业入社区”三大活
动；用好产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产业发展
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助保贷、投保公司等手
段，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助力企业降成
本，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
担、财务成本、融资成本、用电成本、物流成

本等。 助力企业项目建设，桑顿 2.5 期、长城
铭泰、威孚二期、麦格纳、埃贝赫、海博瑞德
等一批省市重点项目将加速投产运营，丰富
九华的产业链……

这样的深度服务举措， 对于经开区来
讲，已经是一种常态。 10 月 19 日，湘潭市委
副书记、 市长谈文胜面对众多客商郑重宣
布，在已经授予经开区的 119 项行政审批权
的基础上，再次授权 80 多项。 湘潭经开区这
一全省唯一的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试点园
区的行政审批权限将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
效率将进一步提高， 客商的获得感将更强。
在此次授权之前，湘潭经开区依托行政审批
局， 已经初步实现了行政审批的立体审批、
闭环运作，审批时效提速 60%以上，截至今
年前三季度，共计为 HLT、麦格纳、武汉元
丰、重庆延锋、奇跃等 20 余家企业代办工商
注册，为入区企业提供各类帮办服务 200 多
起，协助处理项目相关事宜 50 多起，一大批
项目因此而迅速落地。

集群发展 规划不变，产业生态圈层在创新中蝶变

——— 一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变与不变

吉利汽车生产车间

湘潭地通工人娴熟操作机械设备

先进装备制造业———正在
调试中的泰富重装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