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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硕果甜
———看浏阳高新区如何追“高”逐“新”

■王 文 周 媖

“浏阳 ，对我来说 ，
是异乡，也是家。 浏阳这

座城市，很热情很踏实，让我们在这里找
到了家的感觉。 ”富诚汽车零部件浏阳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伟目前向笔者谈及公司
项目进度时表示。

一个项目负责人为何发出如此感慨？
笔者走进正在火热建设中的浏阳高新区
富诚汽车零部件项目现场一探究竟。

作为汽车及零配件产业链的重点项
目，富诚汽车零部件项目总投资 3 亿元，分
两期建设，一期预计年底达产，目前项目推
进有力，主体已全部完工。

谈及项目时，王伟更多的是感慨。 “之
所以落户这里， 一是看上了浏阳的发展环
境； 二是被浏阳高新区多次到公司考察洽
谈的诚心所打动。 后期接触下来，更是被他
们的真诚感染了。 现在， 我在园区买了房

子，小孩也从安徽接来在这边上学了。”王伟
激动地表示。

像王伟这样的“新浏阳人”只是浏阳
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笔者获
悉，单富诚汽车这个项目，就有 30 多个员
工在园区买了房子，将家安于此地。

拥有春风化雨的服务， 夏日激情的速
度， 迎来的是秋收满满的喜悦。 花香蝶自
来，巢暖百凤栖。 蓬勃发展的态势正成为浏
阳高新区最强劲的动力。 越来越多的企业，
越来越多的人才正在涌入浏阳高新区，产
业在这里聚集，人才在这里集中，为这座活
力迸发的园区注入巨大动能。

如今行走在浏阳高新区，无论是高速
运转的企业车间，还是拔节生长的项目工
地，处处能聆听到园区奋进的足音。 金秋
时节，叩问收成。 浏阳高新区如何做好“店
小二”服务，跑出服务加速度？ 此刻，让我
们一起走进城东， 解读企业加速落户、扎
根浏阳高新区的密码，感受这片热土释放
的实力、活力与魅力。

� � � �在豪恩声学项目建设现场，几栋大型
建筑已经初具规模， 三台吊塔耸立其间，
将所需物料从地面搬运至施工一线……
“目前项目一期厂房和宿舍正在进行主体
建设；能源中心已完成基础建设，正在进
行地下室建设；废弃物处理房及乙类仓库
已完成基础建设。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期项目建设包括厂房、宿舍、能源中心
及废弃处理房和污水处理池， 预计 10 月
份将完成一期项目的主体工程并进行内
部装修，12月份可达到竣工条件。

豪恩声学项目于 2018 年 8 月签约落
户园区，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将建成高度
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智慧工厂，主要
生产微型电声元器件和消费类声学产品，
填补浏阳声学高科技产品领域空白。

在华域视觉智能车灯生产基地项目
建设现场，主体已经进入收尾工作，预计
10 月一期将全面完成屋面封顶工作，12
月具备竣工投产的条件。 该项目正式投产
后预计年产值将突破 20 亿元。 预计达产
后年产灯具约 380 万台套，将打造行业一
流的智能车灯生产基地。

这家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国

有企业， 在短短 3 个月时间内选定落户
浏阳高新区。 华域视觉负责人表示，浏阳
高新区的营商环境让他对新项目的发展
充满信心，“园区为企业落户提供的各种
‘绿色通道’ 提高了办事效率， 以及他们
的‘保姆式服务’ 与我们的理念非常契
合， 相信公司一定会在浏阳这块宝地上
开创新的辉煌。 ”

一个个“滚烫”的建设场面，正是浏阳
高新区坚定不移抓产业、 集中力量抓项目
的生动体现。 今年以来，紧紧围绕“产业项
目建设年”工作要求，园区抢抓时机、奋力
拼搏，产业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项目能够快速落地投产，政务服务是关
键。 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促进企业尽快建
成投产，园区针对每一个产业项目，实行“一
对一微信群对接服务”。项目落户园区后，建
立一个只针对该项目服务的微信群，群内成
员包括管委会主要领导、企业负责人、涉及
项目审批的职能部门责任人和企业保姆员，
企业在建设过程中的任何问题随时在微信
群进行沟通和对接，通过这种方式，让工作
阵地前移， 让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确
保了每一个产业项目高效推进。

� � � �“在园区办业务就像坐高铁，速度快，服务
好!真心给园区点赞！ 以前刻一套印章的费用
平均近 300元，还需要企业自行选择商家进行
刻制。 没想到现在刻章都不用企业自己花钱
了。 ”在浏阳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综
合窗”领公章和营业执照的湖南沃洲劳务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心赤来了句形象比喻。

“没想到两个工作日就一次性拿到营业
执照和公章，园区服务真的很周到，很贴心。”
园区行政审批的便捷高效程度让胡心赤十分
满意。

政务环境好不好，最关乎企业的获得感。
让胡心赤感慨“高铁速度”的服务，是园区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让企业享受到了开办
手续“零成本”。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推进“一件
事一次办”工作要求，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浏阳高新区在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升行政审
批效能等方面下足了功夫，做了诸多探索。

政务服务中心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为企业
和群众提供贴心、便捷服务，并通过整合部门
职能、优化审批流程，推行企业开办综合窗办
理，建设项目一站式审批。 在省级园区率先实
现企业开办零成本，项目审批再提速。

“资料少了，填表少了，跑腿少了，时间节

约了，现在企业开办只要到这个综合窗口，材
料一次全部提交后， 我就在公司等电话通知
了。”在“企业开办窗口”领取公司证照的汤先
生高兴地说。

为实现“企业办事不出园”的目标，浏阳
高新区积极与长浏两级对接， 承接经济管理
权限 229 项，其中 105 个事项实现最多跑一
次。

“园区在政务大厅设立企业开办综合窗，
一站式办理企业注册登记、公章刻制、税务登
记等手续。 还有工程建设项目综合窗，一站式

办结投资备案（立项）———环评审批———规划
许可———施工许可———不动产登记五个审批
事项。 同时推行企业开办‘零跑腿’服务，通过
大力推行全程电子化登记和企业名称自主申
报，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
记，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浏
阳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沈满红表示。

把便捷带给企业，把复杂交给系统，把高
效留给政府。 良好的营商环境正转化成现实
生产力， 推动着浏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征
程中一路疾行。

� � � � 2019 年 7 月， 长沙鑫康新材料
有限公司项目等 4 个半导体材料项
目与该园区成功签约。

“如今最新的前沿科技比如物联
网、5G 等都对半导体芯片有很大需
求。 从传统半导体向新一代半导体过
渡和升级， 这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我
们希望能抓住这个机遇，共谋发展。 ”
谈及项目发展前景，长沙鑫康新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邹硕华这样说。

2017 年，长沙市委、市政府将碳
基材料产业链确立为长沙 22 个工业
新兴及优势产业链之一，并将长沙市
碳基材料产业链推进办公室设在浏
阳高新区。 今年以来，浏阳高新区瞄
准产业高端，紧盯行业龙头，到多地
开展精准招商。 同时，园区紧扣项目
建设关键环节，整合、集聚相关园区
力量，全力推进在建项目和已达产企
业加速发展。

浏阳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助推长沙市碳基材料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下阶段，浏阳高新区将从抓招
商、促产能、搭平台、塑品牌等多方入
手，继续突出招大引强，成体系地推
进新一代半导体等价值链高端产业
建设，依托现有项目，实现链链融合、
同频共振，助力打造“长沙芯”。

8 月， 浙江瑞利动力科技项目、
长沙荣上汽车零部件电泳项目签约
落户浏阳高新区。

近年来，浏阳高新区围绕汽车全
产业链精准招商， 引进了一批好项
目、大项目。 截至目前，包括今年新引
进的 10 余个汽车零部件项目， 高新
区已有华域视觉、艾帕克、波特尼、银
宝山新等百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现
有产品包括车架、车桥、冲压件、隔音
件、座椅、汽车内外饰件等上百个品
种，已成为长沙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产
业园区。

同时，依托汽车零部件产业优势，
浏阳高新区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
业，引进了安驰新能源、蒙达新材料等
十余家新能源汽车关联企业， 目前园
区正致力实现汽车全产业链发展。

越来越多入园投资的企业家口
口相传，奔走相告，“口碑”效应使园
区招商引资各路开花，项目建设结出
累累硕果！

“产业是园区发展的命脉，项目
是园区的指挥棒。 浏阳高新区今年以
来始终抓牢产业项目建设主线，调动
园企力量、力促人物财等要素向项目
集中，以精准服务、舍得干劲、执着韧
劲抓项目、促项目、服务项目。 ”浏阳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喻辉表示，园区将
紧紧围绕智能制造、再制造“一主一
特” 产业格局和碳基材料产业链，高
度聚焦 500强企业和龙头项目，全力
推进全产业链招商，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加大转型升级力度，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步伐，推动园区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在对外引进智能装备制造优
质大项目基础上，引进和培育“专精
特”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积极推进“产学研用金”合作，并不断
推广智能制造集成应用，引导园区企
业创新改革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和网
络化升级，基本形成以长沙工业平台
为支撑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努
力打造高端、高新、高效的智能制造
集聚区和示范区。

产业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

政务服务提速 跑进企业“心坎”

“口碑”效应凸显 招商引资各路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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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浏阳高新区邻里服务中心———博大中央广场。

浏阳高新区总部经济中心。

� � � �浏阳高新区公共租赁房将为园区打造群英荟
萃的区域人才高地解决后顾之忧。

� � � �浏阳高新区重点打造的智能制造产业园中园———创新创业园。

� � � �浏阳高新区入选湖南省“五个 100”重大产业项目的
豪恩声学项目。

� � � �今年 6 月，
浏阳市在高新
区试点“容缺许
可、 拿地开工”
审批服务，赢得
众多企业赞誉。

� � � �浏阳高新区入选湖南省“五个 100”重大产业项目的华域
视觉智能车灯生产基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