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首个综合保税区获批
衡阳开放型经济发展再迎重大

利好。 国务院已于 10 月 25 日正式
批复同意设立衡阳综合保税区。 这
也是湖南省首家综合保税区。 综合
保税区是我国目前开放度和自由度
最大的经济区域，功能定位为“保税
仓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 海关对
保税区实行封闭管理， 境外货物进
入保税区，实行保税管理；境内其他
地区货物进入保税区，视同出境。 外
经贸、 外汇管理部门也对保税区实
行相对优惠的政策。 衡阳从此获得
比其他开放地区更为灵活优惠的政
策， 开放型经济发展迎来更多重大
历史机遇。

高新区成功晋级“国家队”
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于今

年 8 月 19 日被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区内已拥有
科技部授予的“衡阳国家输变电装备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工信部授予
的 “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 国家级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精细
化工产业园等 8 块“金字”招牌，有高
新技术企业 45 家、创新型企业 6 家、
高新技术产品 598 个，正重点发展电
子信息、 能源和新能源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汽车关键零部件、新材料五
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预计到 2015
年，高新区将实现营业总收入、固定
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利税等主要经
济指标年平均增速 30%以上，年工业
总产值 1200 亿元以上， 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全区工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将 达
70%以上。

松木国家循环产业
示范园获批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
2012 年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初
选名单， 衡阳市松木工业园区循环
化改造实施方案顺利通过， 位列其
中， 标志着园区创建国家级循环经
济示范园区迈出关键一步。 松木工
业园区以资源综合利用、 发展循环
经济为方向，成功引进金山水泥、川
井化工、俊杰化工、锦轩化工、达利
化工等企业， 与建滔化工等本土企
业形成环环相扣的产业链。 打好“循
环牌” 的松木成为衡阳新型工业化
又一绿色增长极。

百亿服务业项目华阳
城落户衡阳

10 月 29 日上午，华南城投资逾
120 亿元在衡打造 “现代服务业航
母”正式签约实施。 这是衡阳获批国
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后的第
一个总投资过百亿元的服务业标志
性工程项目， 也是全市今年承接产
业转移和招商引资的最大项目。 项
目分为商贸交易区、 综合商业服务
区、仓储配送物流区、配套住宅区四
大功能区。 建成后，将提供 3 万个创
业机会，10 万个就业机会，为衡阳带
来超过 10 亿元的税收，极大促进衡

阳专业
市场 、商

贸 会 展 、
现代物流和

城市综合体的形
成。

加工贸易 5 年增长 24 倍
作为内陆城市， 衡阳的对外贸

易成果可喜可贺 。 进出口总值在
2011 年以 12.57 亿美元创出新高
后， 今年 1-9 月又以 12.96 亿美元
刷新历史。 其中加工贸易更是“锦上
添花”， 在最近五年增长 24.4 倍，直
接跨进 “2 亿美元 ”时代 ，达到 2.77
亿美元，总量超过前 10 年总额。

10 项战略合作协议
一日签订

11 月 2 日，衡阳与驻湘央企、省
企展开对接洽谈签约会，与省国资委
以及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湖南
中烟工业公司、中建材湖南南方水泥
集团有限公司、 人保财险湖南分公
司、中联重科等央企、省企签订 10 项
战略合作协议， 再次赢得投资良机。
其中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于未
来 3—5 年在衡投资 25 亿元，主要集
中于民爆产业、基建产业、军民两用
产业、油茶产业等 6 大板块。 湖南南
方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30 亿
元，打造水泥与商品混凝土产业一体
化新布局。这是近年来衡阳积极与央
企、 省企等各类战略投资者合作，提
升产业集聚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城
乡统筹发展能力和区域竞争能力的
又一精彩之笔。

财政增幅全省第二
前三季度衡阳财政 “落袋 ”

127.7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7.57
亿元，增长 27.54%，累计增幅排全省
市州第二，经济“稳增长”形势良好。
今年 1—9 月，全市 GDP、规模工业
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 进出口总
额 ， 分别增加 12% 、14.8% 、36.5% 、
62.1%，财政收入 “稳中有进 ”，财税
收入有所回升，城区收入形势较好，
投资税收拉动较大。 值得一提的是
财政民生投入继续倾斜， 达 115 亿
元，占总支出的近 70%。

土谷塘航电枢纽项目
开工在即

总投资 27.97 亿元的土谷塘航
电枢纽主体工程于年底开工， 并完
成投资 4 亿元，该枢纽建成后，将消
除湘江中游“瓶颈”航道，千吨级船
舶可常年从衡阳直达洞庭湖， 中水
期可延伸至永州冷水滩， 连通长江
和珠江水系，实现全国航运联网。 枢
纽还将每年输送电量 3.63 亿千瓦
时，上缴税收 2000 多万元。 投入 6.5
亿元的城市及库区堤岸防护、桥梁、
道路、供水管道、涵闸等基础设施建
设也同步进行。

富士康 7 大事业群产
品在衡下线

富士康落户衡阳一年多， 发展
迅速。 至今年 10 月，富士康 7 大事
业群产品如 LED 灯 、亚马逊 、大屏
幕电视、智能家电、电子相框、平板
电脑和手机等在衡齐齐下线， 精密
模具即将进入， 前三季度产值达到
92 亿元， 一举成为衡阳最大的工业
企业。 跟随富士康的脚步， 智科实
业、新龙科技、巨电电子、星源电子、
智统五金等 13 家核心配套企业全
面开工， 以众星拱月之势为其产业
族群再添新力量。今年 1－9 月，衡阳
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规模工业增加
值增长 130.7%。

第三次进入全国信息
50 强

衡阳信息化建设再传捷报 ，今
年 9 月，作为非省会城市，衡阳与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一道，再
次荣获“中国城市信息化 50 强”。 耒
阳市也一同获得该项荣誉， 全省仅
衡阳市和耒阳市获此殊荣。 这是对
衡阳吸引富士康、 欧姆龙、 中兴通
讯、共创光伏、中科光电等一大批电
子信息龙头企业进驻， 全力打造千
亿级产业，加快“数字衡阳”、“衡阳
云谷”建设和电子政务建设的肯定。
全市首批“数字企业”示范建设千帆
竞发， 松木工业园获批省级两化融
合试验区，“三网融合” 试点走在全
省前列，“无线城市”建设扎实推进。

18 亿元城市债券发
行到位

衡阳城建投 18 亿债券发行获
国家发改委通过，已发行成功。18 亿
元人民币的固息城投债期限七年 ，
募资主要用于保障房和相关配套建
设。 目前衡阳到位和正在进行的融
资中，不再单一运用银行贷款、发行
债券等渠道， 而转向包含 BT 融资、
产业基金发行、信托融资、中期票据
发行等多种方式齐头并进的多元化
渠道。 日前，我省首支中小企业集合
票据在衡阳成功发行， 弘湘公司湘
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产业 20 亿
债券发行工作也已全面启动。 衡阳
金融资本市场活力四射。

水口山金铜项目环评
已上报国家环保总局

衡阳 20 万吨金铜综合回收产
业升级项目建设拉开序幕。 此项目
在 2009 年底，中国五矿注资控股湖
南有色集团时就已形成意向。 中国

五矿透露， 未来五年内将在我省新
增投资 100 亿元，其中，投资的第一
个项目就是金铜项目。 通过一年的
考察， 中国五矿最终把金铜项目定
在常宁市水口山。 该项目预计年产
值达 200 亿元， 是现在水口山集团
的 4 倍。

36 个承接产业转移
亿元项目集中开工

汉森集团、红星美凯龙、新龙科
技、巨电电子、富创精密、星源电子、
智统五金等 8 个总投资 43 亿元的
重大承接产业转移项目不久前在衡
阳市南、北、西三面一起开工。 这是
衡阳获得国务院批准建设 “湘南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后一次重大项
目同时开工。 在此前后一个月时间
内， 衡阳集中启动投资过亿元的重
大项目 36 个，总投资 289 亿元。 作
为老工业基地和“示范区”的重要一
极， 衡阳在承接产业转移上已形成
高端承接、整体承接、平台承接等特
色，目前已引进欧姆龙、富士康、中
兴通讯等 13 家世界 500 强、16 家大
型央企。

衡阳无水港挂牌试运行

8 月 4 日，衡阳无水港举行挂牌
试运行仪式。 这是湖南第二家、湘南
第一家无水港。 衡阳无水港依托中
储三塘铁路货运场站， 聚集国际物
流合作要素、资本，采取分步实施的
办法，实现铁路场站、国际港口、物
流运输、 信息平台等优势资源的优
化 、升级 、整合 ，具有启动快 、见效
快、灵活、高效的特点。 衡阳无水港
是继 2011 年衡阳至深圳 “五定班
列”开通后，该市又一重点建设的国
际物流公共平台项目。 它与“五定班
列”、“铁海联运”和白沙物流园等 10
大物流园区一起，共同打造衡阳“大
通关”平台

开工保障房 3 万套

衡阳突出民生项目， 大力推进
“两区三房”，“两区” 即大力推动城
市社区和棚户区提质改造；“三房 ”
即大力推进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
用房的建设， 确保全面和超额完成
32085 套保障房建设任务。 目前，3
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正全面推进。

完成老城区 15 平方
公里提质改造

衡阳连年启动 “家门口工程”，
去年示范片改造完成 13 平方公里，
今年 15 平方公里的提质改造又已
鸣金，明年还将完成 10 平方公里的
改造任务。 衡阳在城市建设上高起
点做好城市核心景观、中心商业区、
产业集中区、 交通枢纽等重点部位
的建设规划，让城市功能更合理，老
百姓生活更方便，生态环境更优美。
在改造升级中突出衡阳特色， 最大
限度地利用好得天独厚的山、水、洲
和文化资源， 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紧密结合，凸显“三江六岸”和文
化标志性工程， 宜居宜游的幸福衡
阳正成为令人瞩目的靓丽大城。

衡州大道跨湘江主桥通车
衡阳市重点工程衡州大道跨

湘江主桥 10 月 23 日正式通车。 在
建的衡州大道 A 标工程是目前湖
南省最大的“三跨”工程(跨公路、跨
铁路、跨河流)。 该标段包括衡州大
道跨湘江大桥和全国同类型桥梁
跨度第二大 、 省内第一的系杆拱
桥， 两桥其间有东岸高架桥相连 。
衡州大道湘江大桥是衡州大道的
枢纽工程，该桥包括两端引桥和跨
铁路桥 ，全长 2.62 公里 ，其中跨湘
江主桥长 493 米，桥宽 27.5 米。 衡
州大道跨湘江主桥建成开通 ，将进
一步完善交通路网结构 ，改善东区
与市中心的交通联系 ，缓解衡阳市
东西向交通压力。

本刊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辛文 李英姿

———捷报衡阳·献礼党的十八大

2012，衡阳喜事连连。

这是稳中求进的衡阳。获批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循环产业示范区、

全省首个综合保税区等数十个 “金字招

牌”，富士康 7 大事业群产品在此下线，华

阳城百亿元服务业项目驻足，加工贸易 5
年增长 24 倍，36 个亿元以上承接项目齐

齐开工……

这是民生幸福的衡阳。在离群众最近

的地方服务群众，民生工程“倒金字塔”成

型，着力打造一公里文化圈，细致入微的

“民生十策” 解决老百姓最需要解决的问

题，城区片区改造与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同

步推进……

这是前景无限的衡阳。 怀揣荣誉，放

飞梦想，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衡

阳以实实在在的发展图景，为十八大增光

添彩；也必将以更高昂的斗志，在新的起

跑点上蓄势奋进，写就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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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州大道跨湘江大桥俯视图

雕塑———问天 邓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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