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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1版）早在 2002 年，丰益国际
集团便在岳阳投资建设了益海嘉里粮油
工业有限公司。近年来，我省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持续提供优质服务，促成了丰
益国际集团多次追加投资。

疫情发生以后，商务部门更加注重
优化服务。省商务厅聚焦解决招商引资
企业复工复产最急迫的困难问题，启动
防疫物资境外采购应急响应，为重点外
资企业和园区提供口罩近百万只；畅通
物流通道，为52家招商引资重点企业出
具保供资质证明和绿色通行证；建立政
银企对接机制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先后
两批协调1000 多家有融资需求的外资
外贸商贸企业融资贷款350多亿元。

截至目前，省商务厅共调度重点招
商引资企业 2407 家，复工率达 99%，其
中 200 家重点外资企业全部复工复产。

一季度，全省新引进31家“三类500强”
企业投资项目 33 个，投资总额 459 亿
元，其中世界500强13家14个项目，投
资总额 236 亿元。一个个重大招商项
目，犹如一粒粒春天的种子，撒入三湘大
地，即将生根发芽，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
动能。

从“线下”转到“线上”，
招商引资按下快进键

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省招
商引资按下“快进键”。疫情期间，全省
招商系统坚持对接不断档、服务不停滞，
不见面招商、网上精准招商和网上跟踪
服务成为招商引资的新模式，保障了招
商引资良好的开局。

4 月 8 日，常德以“云牵手 促合作”

为主题，举办了今年首场招商推介会。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推介会从“线下”
转到了“线上”，由“面对面”变“屏对
屏”。当天，这场网络招商推介会全网播
放量破315万。

3 月 12 日，省商务厅携手建行打造
的“湖南招商云平台”第一期湖南招商频
道上线试运行，开展线上招商，发布重点
招商项目 847 个，推动在手在谈项目尽
快签约。今年以来，全省网上签约项目
289个，总投资1611亿元。

“线上”招商忙，“线下”落户快。从
第一次洽谈到正式签约浏阳经开区，雅
士林集团的工厂化生物养蚕、缫丝、织
造、丝绸印染全产业链研发制造创新基

地及配套项目仅用了30天。3月以来，
浏阳经开区 3 次到雅士林长沙总部拜
访，双方在多个场合进行了交流沟通。4
月16日，双方正式签约。签约不过几天
时间，园区就召开了项目落地调度会。

“目前，我们正在制定项目进度表，实施
挂图作战，争取项目下半年动工，明年投
产。”雅士林集团董事长范茂林说。

市场化招商这一创新模式今年也初
见成效。湖南-粤港澳产业转移综合服
务中心以“政府指导，市场办会”的原则，
积极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提供更多湖南
创业绿色通道，一季度，该服务中心签约
30家企业，计划投资47亿元。服务中心
今年计划招引大湾区企业 300 家以上，

目前，正在筹备湖南-长三角产业转移综
合服务中心。

危中有机，完成目标任务
可期

“危中有机，从中长期来看，机遇大
于挑战，我省招商引资工作或将迎来高
质量发展新机遇。”省商务厅投资处负责
人分析。

从国际上来看，目前疫情在全球蔓
延，但由于我国防控有力，疫情已得到有
效控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不降反增，
中医药等相关行业将借势进入全球视
野，迎来发展新契机。从国内来看，我省
在疫情防控和推动复工复产方面的优异
表现，彰显了我省较强的治理能力和独
特的营商环境。

结合此次疫情催生的产业机遇，省
商务厅对相关重点产业进行分析研究，
确定了全球医疗设备及生物医药产业、
汽车零部件等产业领域开展精准招商，
目前，已经对相关产业分布情况及企业
最新投资动态进行了全面摸底，并根据
园区产业需求，安排长沙经开区、宁乡经
开区等15家园区跟进对接。

据介绍，原定于 5 月在长三角地区
举办的“沪洽周”，将根据当前疫情防控
实际，改在省内举行，进行全球网上开放
式直播，利用“互联网+招商引资”新平台
打造永不落幕的网上“沪洽周”。

省商务厅表示，下一步，我省将把实
施签约项目资金到位倍增行动当作稳外
资的主要抓手，出台招商引资政策、办好

“沪洽周”活动、引进一批重大项目，力争
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

招商引资逆势增长

编者按

4月28日，829个重大项目在三湘大地集中开工。这是我省积极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努力扩大有效投资，确保在大疫之年稳投资稳经济的重大举措。湖南日报从今天起推出《抢机遇 抓项目 稳投
资——聚焦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系列报道，聚焦全省集中开工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重大生态环保项目、重大社会民生项目，介绍这些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实现“六稳”做好

“六保”的意义。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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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邓晶琎

4 月 28 日，三湘大地项目建设热气腾腾。
829个总投资达3657.4亿元的重大项目，这一
天在全省14个市州同时吹响了开工“集结号”。

总投资超151亿元的衡永高速公路，为湘
南承接产业转移新添快速通道；益阳信维声学
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致力于打造国内最大的
声学器件生产基地之一；中钢智能工业园，将
为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强链补链……

这是我省近年来规模最大、投资额最大、
项目最多的一次集中开工活动。829个项目全
部为投资 5000 万元以上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1314.8 亿元，呈现出大项目支撑大发展的格
局。

全省重大项目为何集中开工？对湖南有何
重大意义？记者就此采访相关部门和项目负责
人、专家学者。

——聚焦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抢机遇抢机遇 抓项目抓项目 稳投资稳投资 项目有何特点——

民间投资项目成为“主力军”，产业项目
投资额占比超六成

4月28日，由湖南柔显科技总投资约16亿元的
常德经开区柔显科技项目开工。该项目将生产
AMOLED柔性屏模组产品，给当地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壮大带来新的增长点。

“常德的办事效率很快，提供的标准厂房很好，
和我们很投机。”湖南柔显科技总经理周习文介绍，
企业此前考察了四川、江苏等地，最终选择将项目落
户常德。

像柔显科技这样的民间投资项目，是此次集中
开工项目的大多数。

据省发改委统计，829个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
3657.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14.8亿元。其中，民间
投资占比达77.6%，是项目投资的“主力军”。

楚天科技四期项目，是民营企业楚天科技在医
药装备领域由国内领军走向国际领军的智能制造创
新平台；湘潭金石置业投资打造的中南高科智能制
造产业园，将建成辐射长株潭乃至湖南的创新科技
及高端制造产业基地。

在829个项目中，投资超百亿元的有4个项目，
其中益阳电子声学科技产业园、临武湘粤食品加工
产业集聚区两个项目都来自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省发改委介
绍，这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中非常抢眼的是大批民间
投资主导的产业项目，这与近年来我省积极实施创
新创业“135”工程密不可分。

自2014年底实施的“135”工程（即，在全省建设
100个左右创新创业园区，建成3000万平方米左右
标准厂房，引进5000家左右创新创业企业）以标准
厂房建设为抓手，以民营经济为重点。今年，为应对
疫情影响，我省实施租用“135”工程标准厂房财政奖
补政策，更精准激活了民间投资。

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如
衡永高速、临武至连州高速，以及铁路、城市交通等
项目。

翻开 829 个项目清单，产业项目投资额占比超
过六成。尤其是电子信息、工程机械、智能制造、生物
医药等新兴优势产业链延链补链项目达 438 个，投
资1988亿元，占产业类投资的86%。

“企业将投资约 70 亿元建设该项目，致力于打
造电池正极材料的绝对龙头企业。”在长远锂科车用
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项目开工现场，长远锂科董事
长胡柳泉说。

省发改委主任胡伟林介绍，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
紧扣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重
大战略重大政策项目化的导向作用更加明显。既有传
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又有产业发展、生态环保、社会民
生、文化旅游等领域重大项目，将对我省促投资、稳增
长、优结构、保就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如何加快项目落地——

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今年投资目标不变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么大规模项目集中开工，如何确保
项目加快落地投产？

今年3月底召开的全省稳投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已经
明确要求，要强化要素保障和调度督导，确保新建项目及时
开工、在建项目加快进度、竣工项目尽快投产达效。

省发改委主任胡伟林表示，将协同各部门加强中央和
省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拨
付的资金必须及时用于项目建设，所有的要素保障也都服
务于项目，不得“趴在账上”或是挪作他用，尽快形成更多实
物工作量，形成带动就业、拉动消费的综合效应。预计本次
新开工项目可带动近40万人就业。

为激励各地抓项目、比建设，我省加大了各地“稳投资”
的绩效考核权重，并通过在线平台加强重大项目实施进展
的跟踪调度。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宋向清认为，重大项目集中开工能进一步强化招
商引资力度，激发各地项目建设动力。

目前，我省一些市州已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在这次集
中开工一批项目后，还准备在6月再集中开工一批新项目，
形成滚动接续推动项目建设的良性机制。

记者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省投资增速虽然好于全
国，但由于增速同比去年有所下滑，5月起，我省将力争每月
超额完成投资增速目标。

省发改委介绍，接下来将采取定期调度、分片协调、审批
绿色通道等措施，确保项目立项审批、建设进度提速，要素供
给保障到位，以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一流的营商环境，汇聚起推
动项目建设的强大合力，促进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今年全省投资目标不变，计划投资总额约2.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省发改委表示，3 月以来湖南投资信心增
强，投资预期仍然看好，将继续发挥投资关键作用，为做好

“六稳”、落实“六保”提供强有力支撑。（参与采写：龚杰媛）

1.今年来我省已新开工
重大项目2784个，加上此次新开工的829个项
目，全省新开工项目已达3613个。

2.829个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3657.4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1314.8亿元。其中，民间投资占比达77.6%。

3.新兴优势产业链延链补链项目达438个，投资
1988亿元，占产业类投资的86%。

4.一季度，湖南投资增速居全国第6。160
个省重点项目，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比加快了3.21个
百分点。

5. 今年全省计划投资总额约
2.8万亿元，同比增长10%。

4 月 28
日上午，湘西
土家族苗族

自 治 州
2020年第
二批重大

项目集中开
工仪式主会场在吉
首市双塘镇联合村
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孟河 摄

4月 28日，蓝山
县皮具箱包科技产
业园三期工地，工人
顶着太阳进行施工。

杨雄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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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集中开工——

有机遇有需求有准备，吹响各地项
目比拼的“冲锋号”

以集中开工推动项目建设的形式，在全国
并不鲜见。

在湖南，尤其是2018年实施“产业项目建
设年”活动以来，每年都举行高规格的产业项
目观摩和推进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
扑下身子抓项目、引项目，极大提振了各地发
展产业的信心，激发出各级干部的实干劲头，
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今年来，长沙、岳阳、衡阳、永州、张家界等
市已集中开工了一批项目。为何这次，我省要
在省级层面再组织一次规模更高、数量更多的
项目集中开工？

“如果说既往是‘绵绵用力’，这次可称得
上‘集中火力’。”省发改委固定投资处负责人
介绍，今年来我省已新开工重大项目2784个，
加上此次新开工的829个项目，全省新开工项
目已达3613个。而去年全年开工项目为4300
多个。

该负责人分析，此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得
益于“三有”：有机遇、有需求、有准备。

机遇，来自国家重大政策机遇。
重大项目建设受产业链协同复工、市场需

求影响相对较小，是降低疫情影响、稳投资稳
经济的重要举措。今年来，国家出台了一揽子
宏观经济逆周期调控政策，通过增加地方政府
专项债规模等措施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不同于一般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强调资金
跟着项目走，是当前稳投资最重要的政策工
具，拓宽了地方新开工重大项目的资金渠道。

我省抢抓机遇、积极申报，一批重大项目
提前开工。一季度，通过推动重大项目，我省稳
住了投资“基本盘”，投资增速居全国第6。尤其
是160个投资亿元以上的省重点项目，投资增
速逆势上扬，比去年同比加快了 3.21 个百分
点。

需求，来自社会民生、产业发展需要。
此次新开工的衡永高速、临武至连州（湘

粤界）高速公路，是当地百姓呼声高、承接粤港
澳大湾区产业转移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补短
板项目。

湖南时代联合新能源锂离子动力及储能
电池项目、常德经开区嘉士利华中区产业链项
目、屹丰智能工厂暨湘潭市汽车产业链焊接技
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等，都是当地发展电
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的补链延链项目，是
培强新的动能、积蓄发展后劲的重要引擎。

湖南比去年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全省投资
工作和重大项目建设的部署安排。

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复工复产，到3月
初，在建省重点项目已100%复工、100%到岗。
全省各地从集中力量抓复工向扩大有效投资
转变，从被动防控疫情、帮扶企业向主动抢抓
机遇、培育新增长点转变。一个月来，各地积极
储备了一批重大项目，只等开工一声令。

“重大项目开工后，既能带动建材、设施
设备、工程机械等大量需求，又能形成消费、
交通、信息等有效供给，还能带动就业。”省发
改委固定投资处负责人认为，这次829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既吹响了“集结号”，也是各地
展开项目比拼、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的“冲锋
号”。

部分重大项目目录
一.基础设施类

1.衡永高速公路
2.临武至连州（湘粤界）高速公路
3.张吉怀铁路吉首东站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4.永州电网建设项目
5.张家界市澄潭大桥新建工程

二.产业发展类

6.长远锂科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项目
7.农业科研成果推广中心项目
8.立邦新型材料（湖南）项目
9.楚天科技四期项目
10.中韩合资智能显示绑定生产线项目
11.益阳信维声学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
12.湘南湘西高新软件园
13.东佳电子高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区（二期）
14.祁阳高新区现代纺织特色产业园项目
15.湖南经纬搏翔特高压变电设备项目
16.东盟科技产业园
17.慕容集团年产45万套时尚智能家居项目
18.湖南时代联合新能源锂离子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
19.常德高新区集智绿色生物科技产业园
20.常德经开区嘉士利华中区产业链项目
21.常德经开区柔显科技项目
22. 屹丰智能工厂暨湘潭市汽车产业链焊接技术创新

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23.九华东信智能化纺纱项目
24.中南高科智能制造产业园
25.印之明激光直接成像智能装备基地
26.中富杭萧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产业园
27.中非经贸产业园
28.湖南中钢智能工业园
29.湖南涟钢智能机械车库及钢材智慧加工产业基地
30.湘西高新区武陵山智能制造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1.吉首经开区创新创业园（三期）
32. 联诚集团轨道交通牵引装备部件生产基地建设

（二期）
33.湖南国联捷（货友汇）网络货运平台
34.峥嵘电子智能穿戴、物联网终端智能制造项目
35.张家界莓茶产业园
36.桑植民歌国际文化产业园
37.洪江市石化物流园
38.怀化经济开发区科技孵化园工程
39.深圳高登有限公司线路板项目
40.贵泉米业年产50万吨精米生产线及冷链项目

三.生态环保类

41.株洲市中心城区污水系统综合治理一期

四.社会民生类

42.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管理学院
43.远恒佳教育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