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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1月21日－23日在郴州召开的第二

届湘南承接产业转移投资贸易洽谈会的数
据显示， 今年湘南三市预计实现进出口总
额80亿美元、加工贸易50亿美元、实际利
用外资28亿美元， 分别比2011年增长
168%、517%、77%。

时间线拨到三年前， 即2011年10月，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刚刚获批，郴州
要争当示范区建设排头兵，衡阳要建设示
范区的核心区，永州市把示范区建设作为
头等大事。

这厢是你追我赶，那厢正热火朝天，承
接产业转移紧锣密鼓，富士康、飞利浦、欧
姆龙、 炬神电子等龙头企业相继落户湘南
三市。

【数据】
年均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千个

从2012年至今年9月， 湘南三市累计
完成进出口总额166.4亿美元，占全省比重
24.4%； 累计完成加工贸易进出口额108.3
亿美元，占比54%。

从数据显示来看，“湘南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已初步成为我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极”的说法，确能实至名归。

副省长何报翔说， 示范区建设能取得
这些成绩， 得益于实实在在地抓了一批项
目。

据了解， 自三年前湘南示范区成立以
来，已先后启动了两批重大项目建设，项目
总数206个，总投资额1641.8亿元；在本次
大会上， 湘南三市又启动了第三批重大项
目共117个，投资总额764.8亿元。

而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 三年三市
累计承接产业转移项目3100个，占全省的
37%，新增税收48.7亿元。

数量不少， 意味着项目建设的速度要
快。

去年10月落户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
经济开发区的湖南省凯盈科技， 在去年
10月召开的首届湘南投洽会才与开发区
签约，到今年3月，已经建成投产，前后不到
半年。

“公司所有入驻手续有专人负责全程
代办，而且征地拆迁举全区之力实行，半年
就能看见效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负
责人对开发区的办事效率赞不绝口。

【趋势】
向承接高附加值、资金密集产业转变

参观产业转移承接项目的人都在感
慨，走进各大园区，看的项目已不再是传统
的几个项目，富士康、飞利浦、五矿精铜、华
润、欧姆龙等，都是世界500强、国内100强
或者大型央企项目。

然而，在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看来，包
括“引进的大企业、大项目不多，尤其是带
动性强、三外联动的龙头企业较小”的示范
区建设瓶颈，依然存在。

而实践证明，只有引进行业龙头企业，
才更有可能带动相关配套企业的入驻，才
能使产业链延伸。 比如郴州苏仙区的高斯
贝尔，就引来了四川视频电子投资4亿元加
盟，并带动了电子厂、注塑厂、包装厂、铸件
厂等企业的相继入驻。

徐湘平表示，未来三年，示范区建设要
从承接低端产品向承接高附加值产品转
变，从承接配套产业向承接整机整车转变，
从承接单一企业向承接产业集群转变，从
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密集和资金技
术密集型产业并重转变。

■记者 黄利飞

湘南三市三年新增税收48.7亿，加工贸易三年增五倍

承接产业转移成我省经济新引擎

在与湘南产业投洽会同
时开展的首届湘南工业装备
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无疑
是被“重点保护”起来的几架
飞机， 它们低的价值70万元，
高的价值500万元。

负责“看护”和给现场观
众“解说”的，正是这几架飞机
的制造者———湘晨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谢成
湘， 他同时还是以有色金属精
深加工为主业的、 郴州湘晨高
科实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原来，飞行一直是谢成湘

的爱好， 但去年3月决定在郴
州成立通航俱乐部，是因为他
看到了随着郴州承接产业转
移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客商云
集于此，来这里旅游的人也越
来越多。

“郴州是山地丘陵地形，
又没有民航、军航驻地，现在
很多国际企业、中字头企业落
户郴州，所以飞行可以解决来
回富商的交通需求，也能提供
旅游观光的工具。”据其介绍，
目前咨询和有购买意向的人
很多，而且外来客商与本地需

求各占一半。
谢成湘还说，随着越来越

多的企业来到郴州，湘晨通航
会有大市场，而且能在本地找
到制造飞机的配套企业。

像谢成湘这样的“矿老
板”，在郴州这座“有色金属之
乡”有很多，如今郴州煤矿由
576个减少到了165个， 非煤
矿山由 747个减少到了 125
个，如谢成湘所说，很多老板
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了事业，在
承接产业转移的契机中，找到
自己创业的新天地。

只接对的
不接贵的

在第二届湘南承接
产业转移洽谈会上，公
布了106个项目，其中郴
州38个、 衡阳和永州各
34个。 从投资总额最大
的项目分配来看， 三市
项目各有重点， 郴州重
点是园区建设， 衡阳重
点是城市建设项目，永
州是生态旅游。

“突出重点、错位发
展、合理布局，避免恶性
竞争、重复建设。”这是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在
谈到湘南示范区建设在
未来三年的工作目标
时， 所提到的应该要注
意的地方。

实践亦证明， 只有
找准方向、 找到关联产
业，才能实现“质”的飞
跃。

以郴州为例， 其借
资源优势， 新上或引进
了如金贵、宇腾、华信、
银星、 展泰一批精深加
工项目， 甚至把引进的
项目与引进的资本等要
素结合， 不仅成为全国
最大的白银、铅锌、铋、
微晶石墨生产基地，还
创立了全国首家稀贵金
属交易所， 有色金属产
业值 2013年就达到了
1016亿元， 成为了突破
千亿的产业集群。

因而， 已经走完三
年打基础阶段的示范区
建设， 未来几年不仅仅
要紧盯世界500强等大
型企业， 更要围绕特色
产业，推动产业集聚、开
发集约。 正如买东西一
样， 需要一两件名贵奢
侈品， 但更多时候应该
是“只选对的， 不选贵
的”。

承接产业转移，促进湘南蝶变

在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的车间中，记者
看到了刚刚下线等待包装的
智能扫地机器人，外形似圆盘
的“机器人”转到哪，哪儿便一
尘不染。

据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李
佳原介绍， 公司2012年与政
府签署台湾企业引进项目，旨
在打造国内最大智能吸尘器
生产基地，待年产300万台智
能机器人项目达产后，将年新
增营业收入66亿元，新增利润
总额8.73亿元。

“引得进，留得住，更重
要的是要给企业营造一个
良好的发展空间。” 这样的
一句话，记者在采访中多次
听到。

郴州高斯贝尔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潭爱
说，转移至郴州前，他们曾把
深圳、 上海作为优先选择的
“落户地”，但他意识到，郴州
是资源型城市，调结构、转方
式势在必行，特别是当时电子
工业落后， 高斯贝尔的入驻，
必将填补当地电子信息产业

空白，从而为企业获得最大发
展空间。

后来的事实证明亦是如
此。

高斯贝尔将总部从广
东汕头搬至郴州苏仙区十
年后，公司年销售收入从当
初的1.2亿元， 到如今预计
将超20亿元，员工从 300多
人发展至如今6000多人，还
成功培育出了高斯贝尔、高
斯康、希典等品牌 ，成为湖
南电子信息产业领军企业
之一。

“我不太懂GDP，也不知
道什么是产业转移，但是我
知道有公司来我们这里开
厂子，公司要招人 ，我们就
有活干， 每个月有工钱领，
还不低。”

在格兰博制造车间，一位
正在工作的妇女告诉记者，原
来没来格兰博的时候，就只是
在家带带孩子养养猪，每年的
收入也就是年底的时候，卖只
猪几百块，如今每个月都可以
拿到2000多元。

而据制造车间工程师张

华介绍， 整个车间700多人，
有超过八成都是附近的村民。
记者在衡阳富士康TV车间的
行政助理陈英那里，也听到了
同样的数据：她所在的车间有
80多人， 近九成是本地人，而
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哺乳
期的母亲。

陈英自己就是一个3岁娃
娃的母亲， 之前在深圳工作，
每年只能回一次家，如今她走
路上班只需要10分钟。

而曾经“流浪”在广州、深
圳、东莞的张宏珏，现在是衡

南得意精密电子工业有限公
司加工科的技术员，他说目前
这份工作比在外面做事要轻
松得多，“以前在深圳每月挣
6000元， 现在绩效高的时候
也可以拿到5000元， 还离家
近能照顾家里。”

数据显示，湘南三市通过
承接产业转移，新增税收48.7
亿元， 新安置就业66.4万人。
其中永州市的承接产业转移，
为其提供了40%的GDP贡献
率、50%的新增财政收入和
80%的城镇新增就业。

民生之基础：新安置就业66.4万人，村民收入增数倍

创业之契机：“矿老板”开起了航空公司

兴业之助力：落户公司年新增营业收入66亿元

产业转移项目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据车间工人介绍，之前村民收入来源是养猪，
每年只有几百元，现在每个月可以拿到两千多块钱。

郴州出口加工区鸟瞰图。

湘晨通航在首届湘南工业装备博
览会上展出的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