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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正是全国上下疫情防控吃紧
之际。空间的阻隔，延缓了各地园区招
商进度，但衡阳高新区 898创新中心却

“热度不减”。
为保障各行业在疫情期间顺利开

展工作，创新中心推出“线上招商”。全
国各地的客商均可通过微信、APP等进
行线上一对一咨询、视频直播看房，足
不出户了解项目信息；享受线上咨询
——线上参观——线上（下）签约——
拎包入驻“一条龙”服务。

新举措赢得新机遇，从去年在北京
召开招商发布会至今短短 5 个月，创新
中心储备意向企业近 200家，中心两栋
写字楼中，A栋招商已完成80%。

疫 情 寒 流 下 ，招 商 却 如 此“ 火
爆”——创新中心的“逆势上扬”，背后
离不开高新人迎难而上、永不服输的韧
劲，离不开高新区管委会海纳百川、善
于借力的巧劲。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衡阳
高新区一直致力打造优质的创新创业
平台。作为高新区第四代创新孵化基
地，898 创新中心相比前一代“孵化器”
科创智谷，规模面积足足扩大了六七
倍。如何实现高效招商、精准招商？高
新区管委会放眼全国寻求运营伙伴。

去年，经多次调研，高新区引入了
八九八创新空间（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这家“创新企业服务商”，在北京、
大连、天津、南京、长沙、重庆、西安多地
具有成功项目运作经验。借助其先进
的资产运营管理模式，创新中心聚合全
球创新资源，打造集科技研发、金融服
务、信息咨询于一体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加速器、稳定器”，受到创新企业的
热烈欢迎。

“过去，广撒网、跑断腿不一定有收
获；现在，善于借力、精准发力，事半功
倍。”高新区招商局局长谢芳一句话，道
出了高新区招商思维的转变。

898创新中心只是一个“缩影”。近
年来，高新区管委会将所有能够导入

“高新”流量的端口作为招商渠道，借助
基金、商会、活动等多种媒介，结合线上
线下、走出去引进来多元方式，实现“平
台招商”“楼宇招商”“以商招商”“朋友
圈招商”。

自3月份以来，围绕电子信息、电商
企业、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人工智
能、文化创意等重点发展产业项目，高
新区已陆续迎来全国各地多家客商前
来参观考察，其中不少是500强企业。

“船山论坛”是衡阳市政府为企业
搭建学习与交流的广阔平台，助推实体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活动。高
新区抢抓机遇，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将“介绍高新”“游览园区”变为

“船山论坛”的“必看节目”，将“市长朋

友圈”变为“高新朋友圈”。单是这一
“嫁接”，疫情期间每周至少为高新区带
来 5 位潜在重点客商，引入了大三湘茶
油银行、网络直播学院等一大批在谈、
签约项目。其中，瞄准疫情中直播火爆
的大趋势主动对接引入的网络直播学
院项目，与湖南广电开展合作，培训网
红、建立直播基地，前景十分可期。

过去是招商“引”资，现在是招商
“选”资、招大引强——一字之差，折射
出高新区的招商思路之变、发展方式之
变、园区实力之变。

如今，高新区核心区已汇聚了华
为、中兴、平安、杉杉集团、超威集团、美
的集团等一大批 500强企业，培育了以
镭目科技、北方光电、泰豪科技、皖湘科
技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核心企业。去
年，高新区引进的世界500强、全国500
强企业数更是位居全市第一。在这片
热土上，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等五
大产业正加快集聚、强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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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高新区税务局为企业排忧
解难，不折不扣地落实各项税收优惠
政策，让我们企业感受到国家政策的
暖心和落实政策的贴心。”近日，高新
区税务局收到一封来自衡阳镭目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的感谢信，字里行间充
满了感激之情。

镭目公司是衡阳高新区一家高新
技术企业。疫情发生后，因湖北供应
商无法及时供应原材料，在手订单即
将爽约；同时，疫情期间停工停产，人
员工资、税费等刚性开支无法避免，导

致公司资金压力巨大，发展陷入困
境。恰逢高新区税务局开展企业走访
活动，得知镭目公司的难题后，他们主
动伸出援手，一方面通过“启信宝”大
数据平台帮助寻找匹配供应商，另一
方面安排税干全程辅导，以最快的速
度落实优惠政策。最终让企业延期三
个月缴纳税款358万元，减免社保费约
100万元，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
力。”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说，“对企业
而言，我们不仅是管理者，更是服务

者，是企业的‘娘家’，应当为企业发
展、项目发展保驾护航。”

疫情期间，区管委会将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落实“六稳”“六保”的重要基
础，作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措
施。面对企业原材料供应不上、物流
中断、销售停摆、现金流紧张等各种现
实问题，管委会率先出台《关于应对疫
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五条政策
意见》《关于加强企业用工保障的意
见》等政策，拿出 500 万元对中小企业
进行贷款贴息补助，拿出 300 万元对
企业和重点项目进行用工补助，同时
推出延期交纳税款、减免房屋租金等
实实在在的举措，为企业“雪中送炭”；
全面推广网上收件、网上审批和网上
出件，不耽误项目进度、企业工期；积
极调度企业原材料库存与供给情况，
保障企业复工后产品的顺利销售，帮
助企业疏通“堵点”。

抗疫期间，高新区乐福地公司一
批应用到抗疫一线的产品在高速检查
站被拦住，管委会收到求助后迅速拟
定公函，不到半小时，就为其打通了

“绿色通道”；
复工复产初期，企业买不到口罩，

高新区管委会积极帮忙联系供货商，
又在市里支持下，引进 2 个口罩厂，缓
解企业、项目口罩紧张难题……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携

手企业共克时艰”“服务企业、共赢发
展”早已成为高新人的行为习惯，成为
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意识和基因。

为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
高新区先后出台了《促进金融产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促进在孵企业创新发展的
若干措施》《总部经济发展办法》《培育
和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办法》等1+7
系列配套扶持政策，鼓励重大产业项
目落地、前瞻性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
以及科技创新。

为营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高
新区不断优化园区布局，完善配套设
施。园区内共建有6个绿地公园、文化
休闲广场，两所三甲综合医院、4 所优
质中小学，便企利民“一站式”政务服
务中心；科技、金融、孵化等各项配套
一应俱全。

“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漂
亮的建筑都在向高新区聚集，这里就
是衡阳未来的‘陆家嘴’和‘后海’。”衡
阳人这样说。

“衡阳高新区营商环境好、服务响
应快、市场空间大、发展潜力足，我们
希望在这里开拓一片新天地！”来衡阳
的投资者们这样说。

筑巢引凤栖。当来自全球的资
本、资源和人气汇成蓬勃向上的势能，

“产城融合示范区、改革创新先行区、
现代产业核心区、高端人才聚集区、宜
居宜业新城区”的“高新蓝图”变得越
来越清晰！衡阳高新人正以更昂扬的
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蹄扬
鞭、逐梦前行！

5月13日，衡阳高新区迎来了一批特
殊的客人——参加全市重点项目现场观
摩会各县市区重点办负责人。他们现场
观摩、实地感受高新区重点项目建设“加
速度”，纷纷为高新区重点项目推进点赞！

据高新区管委会经发局局长周奇霞介
绍，今年高新区实施市重点项目12个，申报
第二批市重点项目8个，区级重点项目80
个，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3%，
33个5000万以上的项目全面开工，38个续
建重点项目全部复工，复工率100%。

鲜亮数据背后，是尽锐出战的“高新
力度”、是你追我赶的“高新姿态”！

面对日新月异的产业和瞬息万变的
市场，高新人深知“时间就是机遇、效率就
是效益”。为了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
来，高新区管委会全面出击、全力以赴。
从春节以来，班子成员几乎一天也没有休
息过：接待客商、布置防控、关心项目进展
……忙得连轴转。

为了保障项目建设的进度和质量，园
区建立了一套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为每
个项目规划好“办事清单”与“时间表”，并
推行限时办结、首问责任制、责任追究制
和“一周一督查、半月一调度、一月一通
报、一季一讲评”的“四个一”推动机制。

对所有重点项目，实行一个领导、一
套专班、一个工作组、一个微信群。主要
领导带头督促在项目一线；工作组 24 小
时待命，做到“问题不过夜、交办当天复”。

衡阳杉杉奥特莱斯，是衡阳高新区去
年引进的“10 亿+”项目。该项目由浙江
杉杉集团建设，致力打造国际一线品牌集
聚地，集休闲、娱乐、体验、度假与商业购
物于一体的城市生活广场。

为推动企业尽早落户营业，高新区高

度重视，相关负责人多次前往杉杉集团洽
谈访问，办理手续开辟绿色通道，遇到问
题随叫随到，项目建设一路护航。

该项目去年 4月开始接洽，6月 10日
正式签约，6月 18日，项目开工，今年 1月
8 日，建筑面积 12.8 万平方米的主体结构
如期封顶……截至目前，杉杉奥莱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 90%，计划国庆前正式营业
——从洽谈到营业仅一年半时间，高新区
与杉杉集团联手，打造出令人惊叹的“高
新速度”！

“我们在选择投资地的时候，不仅看
园区的‘硬条件’，更看他们的‘软实力’。
我们选择落户衡阳高新区，正是因为他们
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水平。”衡阳杉杉
奥特莱斯购物广场工程总监薛良平说。
如今，杉杉集团已计划追加投资，在高新
区建物流园、总部基地。现物流园已完成
选址，总部基地项目正在洽谈之中。

“以时间换空间，以项目建设速度换
经济发展速度。”这个现代经济的演算逻
辑，早已成为高新区的生动实践。当复工
复产的热潮席卷，高新区管委会勇立潮
头，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

今年 5月引进的网络直播学院项目，
高新区管委会主动担当、自我加压，承诺6
月16日开始运营；占地80亩，建筑面积约
14.5 万平方米的湘南湘西高新软件产业
园项目，在高新人的快速协同推进中，仅
用一年时间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7 月
就将逐步投入使用；还有同祺生物科技
园、创业中心、总部基地……更多的项目
正加速行驶在发展“快车道”上。

它们汇成一个强力的磁场，聚成一股
争先的力量，引领着衡阳经济社会发展一
路向前！

王 珊 王皆清 周奇霞 肖 斌 唐 笑

车间里，人机协作，开足马力生产；工地上，掘机隆隆，建设热火朝天；写字楼里，云端线下迸

发无限创意……5月初，走进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好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

迎着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声声号角，衡阳高新区管委会以及园区各部门与时间赛跑，在

危中寻机，想方设法招商引资，全面推进项目建设，不断优化升级服务，推动园区经济加速向前，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1-4月，衡阳高新区经济实现“开门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同比增长12.16%，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6.3%，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在一季度衡阳市“奋战一百天，实现‘双过

半’”工作中，高新区综合评分位列B类单位第一名，率先昂起了衡阳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龙头”！

善于借力、精准发力——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助力复产、稳企暖心——

招商引资的“高新模式”

优质服务的“高新名片”

项目推进的“高新速度”

创新中心

衡阳高新区项目引进质、量齐
飞，“亿元”项目乃至“10亿+”项目遍
地开花。图为衡阳杉杉奥特莱斯项
目建设现场。

衡阳高新区包括陆家新区、衡州大道产业轴、南部工业更新改造区三大区域。位于西南部的陆家新区规划总投资
300亿元以上，是高新区项目建设的主战场、产业转型的承载地和创新发展的示范区。（陆家新区效果图）

衡阳高新区结合现有优势，借力打造
创新创业平台、市场交易和开拓平台、公
共服务平台、投融资平台“四大平台”。于
去年建成的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集税
务、工商等部门于一体，打造便企利民“一
站式”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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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创新中心的企业在

“家门口”办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