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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两岸向北进 构筑湘潭新中心
——湘潭市岳塘经开区“三集中”工作助竹埠港新区蓬勃发展

奏响项目建设“大合唱”

仲冬时节，天气寒冷，但走进岳塘
经开区竹埠港新区，呈现的却是一片
火热的建设场景。

12 月 2 日，竹埠港新区创新发展
服务中心举行封顶仪式。该中心于今
年8月15日开始施工，至主体封顶，历
时109天，比预期工期缩短近1个月。

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加速奔跑，
竹埠港新区是如何做到的？岳塘经开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戴理给出
了答案——用三招奏响项目建设“大
合唱”。

第一招，挂图作战，抢抓进度。
天晴攒劲搞，下雨间歇搞；白天正常施
工，晚上调度施工；每天早晨 5时至次
日零时施工基本不停歇……这是竹埠
港新区片区综合开发一期项目建设的
常态。今年国庆、中秋“双节”，更是有
110 多名施工人员放弃休假，始终奋
战在项目建设一线。

第二招，团队给力，机制完善。为
助推项目施工进入“快车道”，项目建
设方在战略合作库中储备了大量长期
合作的施工团队，并做好了提前规
划。所有施工人员都来自长期合作的
团队，配合默契度高，建设中还可以根
据项目不同阶段随时调配人员力量。

第三招，紧密合作，增强合力。作
为主管单位，岳塘经开区与项目建设
方、施工方积极对接，为项目建设纾困
解难、献计出力。为保证项目建设物
料供应，进一步节省物料运输成本和

时间，岳塘经开区经多方联系，积极推
介合适的混凝土搅拌站等装置，助力
项目建设再提速。

这是岳塘经开区树立“项目为王”
思想，以项目建设撬动竹埠港新区发
展的一个缩影。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岳塘区成
立了片区征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实
行“区委书记半月调度、区长周调度、
综合协调组日调度”的工作机制，重点
推进竹埠港新区沃土路二期延长线、
城市综合体、智慧生态小区、佳木路以
及治理项目征拆工作。在大家共同努
力下，征拆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163
户项目征收总任务已签协议 121 户。
其中，沃土路二期项目仅10多天就完
成了协议签订工作。

今年 9 月以来，乘着“三集中”工
作的东风，岳塘经开区共有开竣工项
目 21 个。其中，已竣工项目 13 个，分
别为群力路（沃土路至赤金路段）、
X157、团竹路、金湖路二期、月色路、
红河路、萧家塘路、团山铺路延长线、
110KV 荷五线 9-14 号杆入地迁改、
10KV 瓦荷线瓦滴线入地迁改、10KV
瓦荷线 52 号杆入地迁改、工矿棚户
区、商贸城配套路网地下综合管廊
等。已开工项目 8 个，分别为竹埠港
创新发展服务中心、示范景观、沃土路
二期、荷塘支路八、湘菜文化博览园及
展示中心、怡亚通、博纳实验学校、
110KV双塘变电站。

招商引资“遍地开花”

9 月 30 日，第二届潭商大会岳塘
经开区专场招商推介会在韶华大剧院
举行，深国际·岳塘综合物流港、岳塘
信基蜂巢里平台等 13 个项目现场签
约，为竹埠港新区未来发展注入了强
劲活力。

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自“三集
中”工作开展以来，岳塘经开区加快招
商引资步伐，招商足迹遍布五湖四海，
一批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的重大
招商项目遍地开花。该区积极走访招
商目标企业总部，开展密集的小分队
招商活动，仅在今年 8 月以来就赴外
地考察数十次——

8 月 23 日，赴长沙联创贸易有限
公司、果之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
一点购供应链有限公司对接外贸工作
事宜。

9月2日，赴腾讯上海总部参与工
程机械产业互联网行业交流会议，各
方共同就园区工程机械产业互联网项
目进行探讨和交流。

9 月 11 日，赴长沙湖南天恒商贸
有限公司、大顶立商贸公司、半岛食品
考察，实地参观天恒物流中心、天恒生
活广场及各企业批发门面及总部办公
室，同企业代表座谈交流。

9 月 15 日，赴广州参加由湘潭市
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办的“情系
湘潭”湘潭大学广东各校友会助力湘

潭经济发展座谈会，并就园区发展情
况及招商项目进行推介。

9月18日、19日，赴北京中物联物
流规划研究院对接《湘潭岳塘商贸物流
战略发展研究》课题，拜访北京中物联
物流规划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10月11日至13日，赴广州开展地
产项目考察对接，共拜访佛山市中萃置
业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及广东省湘潭
商会。

10月22日、23日、24日，赴上海、
南京招商，考察上海喜盈门集团总部、
上海京东“亚洲一号”基地项目、南京中
铁建华中区域总部等地。

11月26日，赴长沙喜盈门范城实
地考察，并与其主要负责人就家居主题
城市综合体项目进行深入沟通和洽谈。

12 月 17 日，赴安徽人和产业城、
作业帮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合肥
分公司考察……

在许多不了解招商工作的人眼
里，招商工作似乎是在吃喝玩乐中与
客商们交流，以此促成项目签约。了
解招商工作的人，却是用“五个千”来
评价这项工作，即“千山万水、千言万
语 、千 辛 万 苦 、千 难 万 险 、千 方 百
计”。岳塘经开区招商团队正是用这

“五个千”的精神，实现招商引资新突
破，为竹埠港新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岳塘经开区提供）

“岳塘经开区明确专人对项目进
行跟踪对接，给我们提供了‘全程式’

‘零距离’‘保姆式’的服务，让我们感
到十分温暖，推动了项目进程。”在岳
塘经开区，这样的赞誉不在少数。

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
为营造“最佳营商环境”，岳塘经开区
坚持“软”“硬”两手抓，在完善道路等
硬件基础设施的同时，在政务服务、
扶持政策等方面大力营造良好投资
环境。

岳塘经开区全程为项目提供全
方位“一站式”服务，对所有项目前期

手续实行了代办、快办、优办，实行项
目联点服务机制，及时解决项目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不定期开展银企对
接，分季度指导企业开展争资等业务
培训，努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优
良投资环境。出台《岳塘经开区加快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实施办法》等支持
政策，全力打造政策“洼地”。

此外，竹埠港新区路网也基本成
型。新区“四纵四横”的路网中，纵向
的团竹路、团山铺路一期、商城路已
建成通车，滨江路正在恢复建设中，
芙 蓉 大 道 快 速 化 改 造 已 完 成 并 通
车。横向的沃土路、佳木路等道路加
速推进，其中，沃土路正开展路基施
工，佳木路二标段基本完成土方、排
水及综合管廊建设。

百舸争流千帆竞，扬帆破浪奋者
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竹埠港新区
未来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这里将以

“围绕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新兴服务
业”为芯，以“生态、智慧、高端、灵动”为
魂，构筑以创意创智、总部经济、现代金
融、滨江旅游、文化娱乐等新兴服务业
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实现由传统工业为
主到高端服务业发展为主的产业转型，
与岳塘经开区现已初具规模的以中国
(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金阳农产品商
贸城物流中心、步步高生鲜物流、怡亚
通(湘潭)供应链整合基地等为主的现代
商贸物流产业，和以4A级景区盘龙大
观园、盘龙小镇等为主的旅游休闲产业
协调发展，共同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三
大功能板块，实现“长株潭城区最美江
岸、高端商务与高端商住板块、湘潭未
来城市新中心、湖南商贸第一区”的华
丽蜕变。

这片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沃土，
在全体岳塘经开区人的赋能和耕耘
下，正激荡着澎湃动力和发展活力！

“保姆式”服务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岳塘经开区效果图。

一批项目在2020年第二届潭商大会岳塘经开区专场签约。

竹埠港新区智慧生态项目成功签约。 丁白玉 摄

竹埠港新区创新发展服务中心顺利封顶。 竹埠港新区城市设计规划完成。

怡亚通（湘潭）供应链整合基地效果图。

彭 婷 曾 云 肖 姿

9月30日，以“融城核心、商贸新城”为主题的

2020年第二届潭商大会岳塘经开区专场举行，13

个项目现场签约，新区建设按下“加速键”。

10月23日，芙蓉大道快速化改造项目通车，

湘潭、长沙两市全程缩短至20多分钟。项目的建

成，意味着湘潭、长沙全面融入“半小时交通圈”。

12月2日，竹埠港新区创新发展服务中心顺

利封顶，新区开发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12月 15日，湘潭市招商引资推介会在上海

举行，竹埠港新区智慧生态项目成功签约，新区

又添新动能……

犹如冬日里温暖的阳光一般，今年下半年

以来，竹埠港新区建设的主战场，湘潭岳塘经开

区喜讯连连、温暖人心，招商引资有序推进，项

目建设蓬勃发展，竹埠港新区“长株潭城区最美

江岸”的美丽形象呼之欲出。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们创新开展的‘建

设项目集中开竣工、重点项目集中招商、新区形

象集中推介’（简称‘三集中’）工作。”岳塘经开

区党工委书记刘小伟介绍。

目前，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新型城镇化

的主体形态、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省

委、省政府也已经把“做大长株潭一核、推进长株

潭一体化”作为全面提升湖南核心竞争力的战略

抓手来抓。竹埠港新区作为“一江两岸”的重要

组成板块，规划定位已明确，开发时机已成熟，征

地拆迁稳步推进，治理项目全面展开，产业布局

初步完成，工作步骤由“大拆、快治、缓建”向“规

划、招商、大建”转变。岳塘经开区以“三集中”工

作推动竹埠港新区建设，正当其时。

争当推动“湘潭向北战略”落地的先锋，唱

响“一江两岸向北进，构筑湘潭新中心”的主旋

律！竹埠港新区这片 8.86 平方公里的沃土，正

乘风破浪，逐梦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