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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水奔腾，流经素有“美人窝”之称的桃江。在县城
北岸，一个成为桃江县域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工业园区
——湖南桃江经济开发区悄然绽放。

桃江经开区：

掀开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园区消防站成立。
249.7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1%；规模工业增加值 57
亿元，同比增长 6.7%；固定
资产投资 26 亿元；完成新增
规模企业 10 家，完成新投产项
目 10 个、新开工项目 10 个；可实
现税收收入超 1.68 亿元，预计同比
增长 12.4%。

园区工作人员疫情
期间走访企业。

这 里 ，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擎
起发展新高度

口味王三
期施工现场。
（本 文 图 片 由
桃江经开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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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便利的区位交通。桃江县距省
会长沙仅 1 小时车程，洛湛铁路、石长铁路穿境
而过，常益长高铁已开工建设，县城距益阳高铁
站仅 20 公里。二广、益娄衡、益马、马安 4 条高
速已建成通车，3 条国道和 6 条省道横贯东西，
辐射八方，县城 500 吨级码头经资江入洞庭可
通江达海。桃江经开区北部紧靠石长铁路桃江
火车站，东南部临靠资江，紧邻国道 G536 和益
马高速入口，省道 229、230 横贯园区。
在这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桃江县自然
资源丰富，素有“南竹之乡”
“茶叶之乡”
“建材之
乡”
“ 有色金属之乡”等美誉。已发现矿产资源
25 种，探明储量 15 种。全县拥有南竹 115 万
亩，居全国第三、湖南第一，
“桃江竹凉席”
“桃江
绿茶”
“桃江竹笋”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
中“桃江竹笋”2017 年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在这里，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桃江县常住
人口 79 万，有 40 多万劳动力资源，其中熟练工

人约 16 万人，
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超过 20 万人。
在这里，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十三五以来，
桃江经开区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产业规模不断
扩大。2019 年，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190.65 亿
元，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97.65 亿元。产业结构
逐步优化，形成了竹资源深加工、高端装备制
造、食品医药、新材料等多产业齐头发展的格
局。
桃江经开区以“留山水风光，建生态园区”
为理念，以“服务立园、招商活园、管理强园”为
宗旨，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功
能，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全力推进区域经济持续
稳定发展。十多年来，园区共建成标准化厂房
76.31 万平方米，厂房利用率达 91.1%；配套生
活设施用房 12 万平方米；共修建道路 23.9 千米
形成了“四纵六横”的主干道网络。
目前，园区拥有企业 124 家，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88 家，高新技术企业 21 家，纳税企业
120 家，投资过亿企业 27 家，已基本形成竹资源
深加工、机械电气装备、食品药品三大主导产
业 。 预 计 2020 年 园 区 可 实 现 工 业 总 产 值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如何逐步完善
园区配套基础设施，一直是桃江经开区工作的
重中之重。2020 年，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今年 4 月 1 日，园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正
式开门办公。截至 12 月，共办理发改立项备案
26 个，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2 本、施工备
案图 4 个、施工许可证 6 本，代办企业工商注册
及变更 28 个，代办帮办环评登记管理 39 个，极
大提高了园区行政审批效率，实现了园区内部
事务内部办结。
10 月 20 日，桃江经开区消防救援站举行
驻队揭牌仪式，作为益阳市首个投入执勤的园
区小型消防站正式成立，拥有 12 名驻扎消防员
和 2 名消防指挥员，配备 2 台水罐消防车等若干
救援设施，实现了在保护范围内消防灭火救援
力量能“第一时间到达、第一时间救援、第一时
间控火”的整体目标。
2020 年，园区平整了土地 295 亩，预计可
完成土地报批 300 亩。完成征地 184 亩，拆迁
房屋 17 栋，同时还积极协调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80 余起。同时，积极推进调区扩区，已初步划
定调扩区范围 12.71 平方公里。

这 里 ，全程代理全心服务让
企业省力又暖心
优质服务是园区为企业提供的最基础性保
障。
“以前，我们提倡‘保姆式’服务，就是企业需
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今年，我们把服务升
级成了‘妈妈式’，即企业没有想到的，我们也提
前替他们想到，并服务到位。”在桃江经开区党
工委书记熊跃明看来，为企业服务由“保姆式”
向“妈妈式”转变，标志着园区服务水平又提高

了一个层次。
2020 年 4 月 9 日，益阳市科惠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二期工程进入设备入场阶段，价值 400
多万的 2 套新设备运到厂区，由于长门太小无
法运进车间。下午 2 时许，眼看要下雨了，新设
备如果被淋湿就可能导致报废，企业老板一时
急得团团转。党工委书记熊跃明得知此事，立
即与 5 名园区干部赶到现场，进一步了解情况
后，马上协调相邻企业人员和设备过来，并联系
县里专业单位的专业人员一起前来帮忙，终于
在下雨之前把设备运进了车间。
对经开区服务质量的提升，湖南康宁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负责人龚亮深有感触。该公司于
今年 2 月 28 日签约入驻桃江经开区，至 4 月初
正式顺利投产，离不开经开区为企业全心全意
的高水平服务和日益提高的办事效率。
“我们到
省药监局办理出口等 6 项资质，一般情况下需
要半年时间，但今年进入桃江经开区，干部们让
准备好相关材料，20 多天时间就全程代理帮我
们办好了。”龚亮介绍，不仅常规服务又好又快，
今年 5 月份的一天深夜 12 点，他的公司由于忘
记交电费突然停电，当时订单非常紧急正在加
班赶工，龚亮向经开区求助，工作人员不顾已是
半夜，马上联系供电公司说明情况，10 分钟不
到就解决了问题。
“曾在不少地方办过企业，桃
江经开区的服务让我感觉最好！”
4 月 25 日是周六，经开区干部符星回了老
家沾溪镇。下午 4 时，他联系的湖南省华壹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负责人来电，问能不能办理企
业投资项目备案。符星立即驱车回城赶到服务
中心办事大厅，2 个小时给企业办好。
“ 本来要
等到工作日后，再花 2 天才能办好的事情，现在
周末且只用 2 小时就搞好了。”一件件注入了经
开区干部的真心和感情后圆满解决的小事，让
入驻的每个企业对园区感到了真正的满意。
企业有需求，干部就出现。企业的事优于
自己的事，无论上班下班休息放假，有事随叫随
到马上解决，
已是桃江经开区干部的工作常态。

这 里 ，拼出“好口碑”以商招
商出实效
企业满意，口口相传。今年 11 月底，旭显
电子与桃江经开区签订了入园合同。
“我是朋友
介绍来的，说这里环境好，服务也好。经过实地
考察后发现确实如此，就签约了。”公司负责人
李静说。介绍他来的朋友，正是已入园一年多

的得琪电子负责人杨舟。
得琪电子于 2019 年入驻桃江经开区，杨舟
对这里的发展环境和服务水平赞不绝口，今年
把公司在深圳的总部也搬到了桃江经开区，还
不断主动在外宣传桃江的优质营商环境。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园区已经形成了一
套成熟的招商模式，加上我们越来越好的硬件
软件条件，招商引资工作也不断取得新进展。”
桃江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曾钰彬
颇有底气。
近年来，桃江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全县干部
统一招商的政策，陆续创新出台“工八条”
“竹八
条”
“旅八条”
“商八条”等政策，在全县范围内掀
起了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的热潮。经过长期以
来的实践探索，经开区创新方式，推行招商与落
地两分开政策，派出 2 支专门的招商队伍，长期
在外地考察项目和企业，做到精准对接；企业入
驻以后，园区组建一套专门的班子保证企业落
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园区干部把企业事当
自己事，把企业的人当成自己家人，敢拼敢干，
不仅大大促进了招商引资工作，还成功涌现了
口碑招商，目前园区内不少企业或是由老企业
介绍来的朋友，或是通过听闻园区声誉主动找
上门的，真正实现了“产业链”
“亲情链”有效招
商。
守得云开见月明。
“十三五”以来，桃江经开
区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方式，引进工业
项目 100 余个, 合同引资总额 96.53 亿元，引进
了福德电气、飞尔照明、开益制冷配件等综合实
力较强的装备制造企业，及麓上住工木装配式
住 宅 、竹 材 科 技 等 竹 木 精 深 加 工 龙 头 企 业 。
2020 年，引进的以深圳可可米科技为代表的 22
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企业，填补了经开区
乃至全县在 5G 和智能设备生产领域的产业空
白，为经开区创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向
国家级高新区迈进积蓄了强劲动力。
展望“十四五”，桃江经开区将以高质量发
展理念为引领，重点发展竹资源深加工、机械电
气装备、新材料、智能终端四大产业，逐渐形成
以机械电气装备、新材料为主导产业，以竹资源
深加工为特色产业、以智能终端为新兴产业的
“两主一特一新”产业发展格局，着力打造国家
级 南 竹深加工产业基地、长株潭装备制造配套
基地、湘中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到 2025 年，全
面建成综合实力较强、产业集聚效应明显、科技
创新能力突出、产城融合发展的绿色智慧园区，
成为桃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地、现代科技
产业新城区。

灰山港工业集中区:

两翼齐飞竞风流
航拍灰
山港工业集
中区。

■ 龚 伟

龙小林

刘锋华

12 月 23 日，桃江县灰山港工业集中区的湖
南紫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内，呈
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数十名工人正在安装设
备，另外十多名工人在进行工程的扫尾工作。
“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县属
各主管部门和灰山港工业集中区的帮扶，我们
在园区的建设项目进展非常顺利。”公司负责人
李鄂成说，在春节之前有望完成设备安装工作，
春节后可进行设备调试，等 35KV 专项变电站
落地建成后即可实现全面投产。
这是灰山港工业集中区蓬勃发展的一个缩
影。灰山港工业集中区前身为灰山港镇跑马坡
工业小区，2007 年被批准为益阳市直接调度重
点乡镇工业小区，2012 年获省发改委批复为省
级工业集中区，2016 年 11 月，正式组建灰山港
工业集中区党工委、管委会，园区总规划面积
390.98 公顷，属于“三类”工业用地范畴，在桃
江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的背景下，灰山港工业集
中区定位为“建材产业及装备制造产业项目”主
战场。

“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灰山港工业集
中区重点打造建材产业集群和装备制造两大优
势产业，延伸上下游配套，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
产业集群。”灰山港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刘壮
辉介绍，积极拓展建筑新材料等领域，充分发挥
现有资源优势，使现有的产业努力向产业链后
端延伸、向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向市
场需求旺盛的领域发展，建设全产业链格局和
产业集聚区。全区拟在“十四五”期间调扩区至
5 平方公里。

两大产业谋发展
在工业集中区的另一侧，湖南临亚建材科
技有限公司厂房内也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在赶
制来自湘潭县的一个订单。
“我们的产品辐射到
了长沙、湘潭、娄底、岳阳等市州，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公司总经理俞露涛对企业发展信心十
足。一期工程去年投产后，预计今年可实现总
产值超过 1 亿元。目前，来自全省各地的订单
供不应求，公司决定继续投资 1 亿元，在今年 8
月份又开始建设二期工程。
近年来，灰山港工业集中区严格按照重点
打造建材产业集群和装备制造两大优势产业的
规划，引进了 5 家重点项目，每个都呈现出强劲

的发展势头。临亚建材一期项
目、烯富环保一期项目、博威铝
业项目、湘怡钙业项目已投产运
行；紫荆新材项目标准化厂房已
建成，
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在入园企业稳定发展的同
时，工业集中区还稳步推进了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为止，已完成创业大道、世纪大道道路建设
1000 米及其绿化亮化工程；已完成连工一线 1
万伏供电线路 2300 米及变电站升级改造建设；
已完成供水管网 6200 米及 500 吨蓄水池工程；
已完成 S206 沿线主排水工程和绿化工程；已完
成公租房、安置区及配套设施建设、污水处理厂
建设。

灰山港工业集中区建区伊始，就按照发展
两大优势产业的规划，实施精准招商，精准服
务。坚持招大引强，重点围绕建材产业和装备
制造产业两大发展方向，以现有骨干企业为基
础，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始终把“亲
商、爱商、兴商、护商”的服务理念贯穿于项目建
设全过程，为企业提供周到的“保姆式”服务，积
极回应企业关切、主动解决发展难题，切实增强
服务的主动性、针对性、有效性。
“一对一”跟踪
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畅通政企双方交
流渠道。推行“一站式”服务，全程代办工商登

记、发改立项等手续，邀请多家银行上门为企业
解决融资贷款等事项，全力为企业争取项目资
金扶持等工作。
桃江城南、溪水河畔，作为桃江园区建设
及招商工作的典范，开发建设 5 年的灰山港工
业集中区，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潜力、向创
新要活力，在争当园区发展、经济腾飞先行区，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区，践行园区建
设、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建设“建材产业、装
备制造”新的样板区的道路上先试先行，昂首
阔步。

精准招商助腾飞
湖南临亚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俞露涛
给我们讲述了为什么选择灰山港工业集中区的
理由。2018 年 3 月 27 日，临亚集团来到工业集
中区考察，
“ 第一次来就看上了这块‘风水宝
地’。”俞经理说，这里交通便利，原材料、劳动力
都很充足，工业集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也
完善。
“集中区党工委贴心的服务和当地良好的
群众环境也让我由衷心动。”俞经理说，一期项
目从 2018 年 8 月 25 日开始到目前为止，没有跟
当地群众发生过一次纠纷。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为了给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园区就成
立了专门服务团队，打造了“保姆式”服务、高效
服务和全程服务的“组合拳”，全程协助办理各
类营业证件，
助力打造全区营商环境的新高地。

湖南临
亚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车
间内生产一
片火热。
(本文图片由灰
山港工业集中
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