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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祁阳县深入贯彻全省“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和全市“开放兴市、
产业强市”发展战略，以高新区建设为
载体，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以化债转
型发展为目标，以产业链建设为核心，
以“百企入园”为抓手，创新实践“政企
合作、园企共建”市场化建设运营模
式，积极探索“135”工程升级版，走出
一条欠发达地区产业园区化债转型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子。2016 年到 2019
年，祁阳县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由180
亿元提升到300亿元，规模工业企业由
79 家增长到 157 家，引进海螺水泥等
三类 500 强企业 5 家、高新企业 82 家，
培育上市企业 1 家、上市后备企业 4
家，产值过 5 亿元的企业 10 家，过 10
亿元的企业 3 家，培育主导产业 5 个。
近三年园区规模工业产值平均增速
17%，有效降低政府债务风险，提高土
地利用效益，强化了产业建设能力。
先后获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省“双创”示范基地、省发展开放型
经济优秀园区。2019 年，祁阳经开区
转型为省级高新区，包括2项园区工作
在内的6项重点工作获评省政府“真抓
实干成效明显奖”。

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
考验，园区企业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

复工复产。1-8 月，高新区完成规模
工 业 总 产 值 192.28 亿 元 ，增 长
4.76%。规模工业增加值 47.65 亿元，
增长 5.43%；工业用电 3.17 亿度，增长
9.92%。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46.95
亿 元 ，增 长 16.9% ，其 中 技 改 投 资
25.89 亿 元 ，增 长 21.3% 。 新 增 就 业
3200 人；新引进项目 34 个，计划总投
资 60.5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入统
13 家，申报并通过省级审核的高新技
术企业共 17 家，产业园区展现出较强
的韧性和发展势头，展示出园区市场
化改革强大的生命力。

创新建设模式，推动“政府建园”向
“市场建园”转变。祁阳高新区前身为
祁阳经开区，创建于1996年，园区规划
面积9.56平方公里，建成面积6.63平方
公里，形成“一区三园”发展格局。前几
年，祁阳工业园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步
入发展的瓶颈期，面临体制机制不活、
产业层次不高、投资主体单一、成本大
债务重等诸多问题。穷则思变，困则谋
通。2017年，该县大力推进园区
市场化改革，出台“1+X”组
合政策，引进园区专业
营运商湖南金荣集
团，实施“政企合
作、园企共建”，将
园区整体交付其
设计、建设、招商

和营运，开展一体化、专业化、市场化服
务，推动由“政府投资、政府建园、管委
会管理”向“社会投资、市场建园、公司
化运营”转变。初期采用“EPC+O”模
式，与金荣集团合作建设科创产业园，
利用政策类资金、土地出让金，初始投
入 2 亿元滚动开发，撬动 15 亿元的 65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形成
清晰的开发盈利模式。两年内完成37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的建设、招商、租售，
入驻企业65家，回收资金2.06亿元，正
启动科创园二期40万平方米厂房滚动
开发。项目实行设计采购施工运营一
次性招标，10万平方米厂房从开工建设
到企业入驻生产，仅需要10个月时间，
比常规模式加快一倍。标准厂房量身
定制、个性服务、可租可售，边建边销，
统筹解决了“建设慢、招商难、融资贵、
债务风险大”等问题。园区隐性债务减
少 1.99 亿元、关注类债务减少 2.44 亿
元。当前，园区正从 EPC+O 模式向
PBOS 模式转型，推进 Plan (规划）、

Build (建设）、Operation (运营）、
Share (共享）四个层面市场

化有机结合，引进社会
资本 10 亿元，建设运

营金荣科创园、“双
创”大厦，打造产业
综合体，引进碧桂
园智能制造，筹建
产城一体化示范
区，全面提升园区
市场化水平。

创 新 招 商 方
式 ，推 动“ 行 政 招

商”向“市场招商”转
变。大力实施“百企入

园”工程，全面对接融入粤港
澳，由第三方主导企业引进和产业

落地，利用其专业招商团队和平台，积
极开展市场化招商。同时，祁阳与省
商务厅委托金荣集团运营管理的“湖
南粤港澳产业转移综合服务中心”招
商平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驻点招商，
借力招商。2019 年 8 月，举办祁阳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承接产业转移大会暨

“百企入园”签约仪式，集中签约产业
项目70个、总投资额120亿元。同时，

开启“供房不供地”招商新模式，引进
项目原则入驻科创园标准厂房。园区
以成本价出售标准厂房，助力企业快
速形成优质固定资产融资贷款，实现
企业“拎包入驻”、轻装上阵，避免引进
企业“候鸟”式迁移，实现园企双赢。
科创园 1.1 期 10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只用 3 个月时间就全部预定，1.2 期
12.3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提前全部预租
预售，科创园 2 期即将启动，拟建标准
厂房 26 万平方米，形成企业入驻倒逼
厂房建设、厂房建设吸引企业入驻的
良性循环，开启了祁阳产业发展的加
速度。

创新产业培育，推动“项目聚集”向
“产业聚集”转变。改变过去“单个项目
引进、捡到篮子就是菜”的做法，切实强
化产业链思维，系统建设产业链。出台

《祁阳加快推进工业产业链建设行动计
划》，成立产业链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
县委书记任“总链长”，各产业链分别由
一位县级领导担任“链长”，设立产业链
办公室。按照“一链一策”原则，吸引

“领域相通、行业相近、产品相连”企业
集聚发展，着力补链、延链、强链，在“招
商、技改、入规、升高、上市”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把好入园门槛，
坚持“环保优先”，严格执行入园企业准
入制度，凡是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或不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不引不上。
建成3个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一条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生产线。目前，科创园
项目容积率1.32，节约土地1500余亩，
平均投资强度333万元／亩，产出效益
200万元／亩，既实现集约节约用地、推
动产业集群，又提高了亩均产出。比
如，引进海螺水泥、华润燃气、碧桂园智
能制造、国家电网电动汽车服务产业等
三类500强企业5家。依托凯盛鞋业，
引进制鞋配套企业8家；依托传佳音科
技，引进智能终端项目30多个；依托大
晶新材料，引进储能材料生产企业6家；
依托东峻纺织，引进上下游纺织骨干企
业4家、配套企业6家，3年可形成产值
过100亿元产业链，建设现代特色纺织
产业城，打造全国最大的雨伞布、箱包
布、帐篷布生产基地。

创新服务理念，推动“传统服务”向

“专业服务”转变。坚持专业的事让专
业的人来做，改变政府大包大揽和企业
办后勤的传统粗放式服务方式，由金荣
集团规划建设科技创新、投融资服务、
智慧园区三大专业化服务体系，推进企
业服务集成，加速企业成长，建设“懂产
业的好园区”。以产、学、研一体化思路
构建园区配套，围绕主导产业建设关键
产业技术平台和产业联盟，打造功能完
善的产业配套区和服务配套区。建成
科技企业孵化器、智慧园区大数据运营
中心、智慧餐厅，新建省级以上企业技
术中心5个、科技创新服务机构9家、企
业博士工作站 1 个、淘宝大学 1 家。合
作建设面积2.2万平方米的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省级众创空间，入驻电商企
业40余家、文创企业50余家，构建“创
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业孵化
链条。由金荣集团为进驻企业打造“人
才、政策、市场、金融”等全方位专业服
务体系，共建后勤保障与生活娱乐生态
服务机制。建成3个系统完善、功能强
大的现代化“智慧餐厅”，可同时容纳
3000 余人用餐，解决了企业办后勤的

“老大难”问题。同时，完善污水处理、
自来水、电力、燃气、学校、医院、公租
房、城市综合体等综合配套体系。导入
创投风投、银行金融、科技孵化、知识产
权、商协会等平台资源，引进第三方服
务机构，推进定制式、订单式、超市式服
务，着力破解“三难一贵”问题（用工难、
用地难、融资难、物流贵）。推进“最多
跑一次”改革。全力为园区企业招工，
开通7条乡镇至经开区员工公交专线，
让园区服务更具品质、更富内涵、更有
温度。力争3年实现工业产值翻一番，
总产值达到600亿以上，建成3个百亿
产业集群，争创国家级高新区，县域经
济综合实力挺进全省十强，争当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排头兵、全省县域高
质量发展先行军。

“闻道浯溪水亦香。”祁阳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正在全力奏响高质量发展的凯
歌，为打造美丽幸福新祁阳而奋力前行。

创新园区市场化改革 促进园区“四个转变”
——祁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走笔

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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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湖南科
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精尖电机设备。

祁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祁阳政务中心办公大楼。 （本文图片均由王瑶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银芳 胡军华 蒋颂

11 月 15 日，天气晴好。东安县川岩乡
白牙水村山间，传来电锯的声音。

3组村民雷小生正在锯南竹，他欣喜地
告诉记者，准备过年前再添些家电。他在村
里南竹加工扶贫车间上班，月工资有3000
多元，另外销售南竹还有收入，月月有节
余。

可过去，别说买家电，就是一家人的
基本生活开支，雷小生也时常犯愁。今年
50岁的雷小生曾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年
近 40 岁才成家，妻子还是一级残疾。加上
儿子在上学，80 岁的母亲要照顾，生活过
得很艰难。

过去，白牙水村像雷小生一样的贫困
户不在少数，是省定贫困村。2016年，全村
人均纯收入仅3700元。

白牙水村致贫的原因，主要是山高路
远、交通不便，山上除了南竹没有别的资
源。贫困村民万金华介绍，那时一根南竹卖
不了多少钱，背下来还很不容易。因此，村
民们看到南竹就犯愁。

2017年初，永州市纪委监委派出的帮
扶工作队驻村，很快找到问题的症结，并迅
速对症下药。他们想办法拉通路网，在18个

村民小组之间修建“组组通”水泥公路26公
里，还修整了10多公里林道。村民们砍下南
竹、削掉枝节，顺着林道滑下山，就能装车。

同时，为了提高南竹附加值，帮扶工作
队引进经济能人，创办南竹加工扶贫车间，
成立竹筒酒合作社。

村委会主任雷智华介绍，扶贫车间生
产的竹地板条等供不应求，车间平均每天
需要25吨南竹，南竹收购价每吨600元，家
家户户实现增收。车间还安排了50多名贫
困村民就业。

在竹筒酒合作社技术员指导下，村民
们在南竹上钻个小孔，将酒注入竹腔内，与
竹共生，通过南竹腔内的活性物质分解、过
滤酒中甲醇等。一个多月后，即制作出可口
的“活竹酒”。

有好酒，怎么销售？帮扶工作队指导大家
直播带货。今年，村民胡玉鹏通过直播带货，
销售“活竹酒”1万多筒，净收入10多万元。

漫山南竹，变成了“富贵竹”。去年，白
牙水村整村脱贫出列。今年，全村人均纯收
入预计可突破1万元。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沙兆华）
14日至15日，2020年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
会暨“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与国际私法发展”
论坛在长沙举行。

本次年会和论坛是由中国国际私法学
会主办、中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一次全国性
学术会议。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
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教授
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来自高等院校、研
究机构、实务部门的300余位代表通过现场
参与、网络视频方式参会。

会上，外交部条法司参赞田立晓，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部长、国际
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秘书长刘超，海牙
国际私法会议亚太代理处代表赵云教授，最
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奚向阳等，

分别应邀就我国外交条法工作、当前民商事
审判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等作大会报告。

据介绍，为期两天的论坛围绕中国法域
外适用的理论与实践、民法典与我国国际私
法的完善、《仲裁法》的修订问题、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及区际私法等议题进行研讨，并重
点针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改革等重大理论
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为奖掖与激励中国国际私法学者的学
术研究，提升国际私法研究的质量和水
平，推动和促进我国国际私法学的可持续
发展，本次年会还开展了“中国国际私法
优秀学术成果奖”“涉外婚姻家庭法优秀
学术成果奖”评选活动，增设并举行了“费
宗祎青年国际私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
评选活动。

山里山外日子旺

漫山都是“富贵竹”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在长举行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
者 王亮）11 月 14 日至 15 日，

“网动三湘”湖南省第二届网球
赛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海力网球
俱乐部举行，来自全省的46支
队伍近 300 名机关单位、国企
员工以及网球爱好者参与。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体育局
主办，湖南省职工文化体育协
会、湖南省直单位职工文化体

育协会、湖南省网球协会、湖南
省直网球协会、株洲市文化旅
游广电体育局承办。比赛为期
两天，有厅干双打比赛、湘籍网
球俱乐部团体赛、省直地市代
表队团体赛等3个组别。

近年来，我省网球运动发展
迅速，“网动三湘”省网球赛已经
连续举办两届，为全省网球运动
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

“网动三湘”
省第二届网球赛举行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
者 蔡矜宜）记者今天从省水上
运动管理中心了解到，14 日在
浙江丽水结束的 2020 年全国
皮划艇静水锦标赛暨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皮划艇静水资格赛
上，我省 31 岁老将周玉力夺 2
金。本次比赛，4 名湖南运动员
获得 2021 年陕西全运会参赛
资格。

本次比赛是中国皮划艇协
会主办的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
皮划艇静水赛事，共有来自国家
队及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23
支队伍、687名运动员参赛。

500 米女子单人皮艇决赛
中，位于第 6 航道的周玉半程
排名第四，经验丰富的湖南老
将沉着冷静、后发制人，最终以

1 分 58 秒 074 的成绩夺冠。另
外，周玉与国家队队友组成的
配艇夺得了500米女子四人皮
艇的冠军，成绩为 1 分 37 秒
298。

“作为一名老将和湖南皮
划艇领军人，周玉本次比赛展
现了大将风范，竞技水平仍是
国内顶尖。”省水上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罗跃龙介绍，本次全锦
赛，我省共派出 23 名运动员，
除周玉之外，还有1000米男子
双人皮艇的袁玉卓、王明哲，
200米男子单人皮艇的丁来仪
斩获全运会资格。

本次比赛过后，周玉已跟
随国家赛艇、皮划艇队前往千
岛湖进行冬训，继续备战东京
奥运会。

全国皮划艇静水锦标赛

老将周玉力夺2金

湖南日报 11 月 16 日讯
（记者 王亮） 15 日，2020 大
众汽车青少年足球训练营长沙
站在长沙市望城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闭营，120名营员、16
名教练员在3天的时间里，感
受到了国内顶级的青少年足球
培训。

本次训练营由大众汽车集
团 （中国）、中华全国体育基
金会、中国足球协会主办，湖
南省足球协会和长沙市望城区
足球协会协办。训练营 13 日
开营，有来自全省的8支队伍

参加，其中男、女队各 4 支，
营员共 120 名，教练员 16 名。
训练营年龄设置为 U12 年龄
段，营员代表了湖南省青少年
足球U12的最高水平。

训练营分为测试、训练和
比赛三个部分，中国足协与湖
南足协按照标准训练营组织，
由国内一流的专家、教练团队
进行指导。孙理是株洲足协女
队教练，他介绍，训练营不只
为孩子们提供培训，每天晚上
还会有中国足协的资深教练给
带队教练们上课。

大众汽车青少年足球训练营
长沙站闭营

湖南日报11月 16日讯（记者 易禹
琳 通讯员 董飞）14日至16日，由省教育
厅和长沙市岳麓区委、区政府主办的岳麓
山大学科技城首届青创文化节在岳麓科
创港举行。大科城管委会、湖南师范大学
携手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通过丰富多彩的活
动，打破围墙，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
平台，创建区域内多所高校创新创业联动
机制，促进就业创业。

据悉，青创文化节是岳麓山大学科技
城重点打造的一个品牌活动，将每年举办
一届。首届由获评全国第二批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的湖南师范大学发
起，以“融合聚力 智汇三湘”为主题，涵盖

“主题音乐会”“三创市集”“青年创业项

目路演比赛”等主题活动。在湖南师范大
学二里半校园内展出了大科城5所高校的
76个创新创业创意项目，15个项目在岳麓
科创港进行了路演。

开幕式上，长沙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处长解读了长沙市“五个一”的创新创业人才
政策，大科城成果转化部牵头负责人解读了
省、市、新区、岳麓区及大科城支持创新创业、
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湖南大学等5所高校
优秀校友创业代表分享创业故事与经验。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创文化
节旨在贯彻落实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促
进岳麓山大学科技城的校校联动、校企联
合、区校共建与人才互通，聚合各方力量，
不断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为广大青年
创新创业开辟更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大科城”举办首届青创文化节

湖南日报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梁天胜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横江村位于海
拔800米以上的瑶山上，曾是该县13个深
度贫困村之一。2018年，衡阳师范学院期刊
社副社长左葛生与学院教师冯伟、曹植林
组成的帮扶工作队入驻横江村扶贫，村民
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11月1日，记者
前往大圩镇探访。

去年底，在帮扶工作队动员和帮助下，
横江村有98户397人搬下大山，住进大圩
镇崇江小区。

走进搬迁户赵艳红家，电视上正播放

动画片《熊出没》，赵艳红8岁的儿子盘智杰
在津津有味地看电视。“我家是贫困户，因
为我患有尿毒症，丈夫与我离了婚，儿子跟
我生活。靠我自己，是怎么都住不上新房子
的。”赵艳红说。

“去年4月10日，衡阳师范学院党委书
记陈晓飞、校长皮修平为我送来学院教职
工捐献的3.4万元爱心款，解了我的燃眉之
急。”赵艳红感激地说。搬下山后，她在家
门口的食用菌厂工作，月工资近3000元。

崇江小区是江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区之一，小区内原有6个工种不一的扶贫
车间。针对山区村民习惯干农活的实际，衡

阳师范学院今年筹资开办食用菌厂，吸纳
50多人就业。

“每天采摘 250 至 500 公斤黑皮鸡枞
菌，全部销到广州。”村支书赵朋生介绍，基
地共建5个钢构厂棚，采用先进温控技术，
一年四季循环生产，年产值200多万元，为
村集体大幅创收。

对仍然住在大山里的 95 户 330 位村
民，帮扶工作队因地制宜布局养蜂产业，带
大家做起甜蜜生意。“再过一周，这些蜜蜂
就能分箱了。”村民赵成勇高兴地告诉记
者，人勤天不负，他原本是养蜂“门外汉”，
如今分蜂、割蜜、摇蜜样样行。半年时间，他

养的40箱蜜蜂增加到了60箱。
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脱贫成果，帮扶工

作队组织成立了养蜂合作社，采取“合作
社+农户”模式，吸纳2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养蜂 130 多箱，年增收 10 余万元，贫困户

“自我造血”能力得到增强。
去年，横江村人均纯收入由 2017 年

2943元增至8000多元，村集体收入从无到
有，达到23.2万元。

此外，帮扶工作队筹资100余万元，修
缮村组道路，建设7处垃圾集中回收站点，
安装 145 盏太阳能路灯，打造村级文化活
动场所，村里面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