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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135”工程

9月11日， 广汽三菱第30万辆整
车正式下线， 成为湖南汽车工业大步
向前的又一见证。今年以来，在车市整
体面临下滑压力之下， 汽车湘军表现
颇为抢眼，后劲十足。

作为汽车湘军，广汽三菱在今年
1-8月整体销量达到69276台， 累计
销量同比劲增205%。 仅用8个月时
间，超越了去年全年的销量，成为广
汽集团“一体两翼”布局中增速最快
的事业板块。

中国汽车市场经历了十年井喷式
生长之后，逐渐进入微增长时代，在国
内车市整体放慢脚步时， 汽车湘军表
现抢眼。

截至去年， 长沙共有汽车及其零
部件配套企业135家， 比上年增加22
家。 已入驻湖南的整车企业更是包括
上汽大众、广汽菲克、广汽三菱、比亚
迪、吉利、长丰集团、北汽、北汽福田
等，整车生产能力涵盖了轿车、轻中重
载货汽车、越野车、专用车、客车、新能
源汽车等。

今年， 不仅有广汽三菱逆势实
现高增长，还有广菲克、上海大众长
沙工厂等一众车企。截至7月，广汽
菲克产值突破179亿元， 同比增长
52%。 上汽大众长沙工厂上半年完
成产量119183辆，同比增长67%，工
业总产值达124.9亿元。据长沙经开
区管委会介绍， 该园区在上半年已
实现汽车制造及零部件产值456.5
亿元，增长39.6%，全年产值有望突
破千亿。

据了解，长沙的汽车产业项目储
备也表现得后劲十足。今年3月，广汽
三菱发动机工厂项目启动，总投资达
50亿元以上；总投资51.9亿元的长丰
华湘（猎豹）工业园项目已通过国家
工信部专家组审查，将于本月正式投
产；上汽大众2018年长沙工厂将引入
2款新的车型， 实现5款车型共线生
产；总投资10亿元的罗伯特博世电机
项目，预计9月底试生产，可新增13条
世界领先的生产线，预计今年实现产
值38亿元。

■记者 胡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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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公章
激活行政审批效率

9月6日， 桃源县创新
创业园区内的湖南龙行天
下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流
水线上， 工人们正在熟练
地裁剪用料、缝制鞋面、定
型鞋状……成品完成后，
按照不同品牌、不同颜色，
鞋子被放入“吊篮”，通过
头顶的传输线送到指定位
置进行装箱。

湖南龙行天下运动用
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李
宁、 迪卡龙等品牌运动休
闲鞋的代工生产， 总投资
3.5亿元，占地160多亩，于
2012年开工建设，在2014
年顺利投产， 耗时不到2
年。目前，公司有12条生产
线，每天出货60万双鞋，去
年产值已达6亿元。 同时，
公司启动了第四期工程，
计划引进10条自动化生产
线， 加工鞋子、 泳镜等产
品， 预计明年年底建成投
产， 届时公司将实现年产
值30亿元。

说起公司的快速发
展， 公司总务主任湛能攀
坦言，这离不开“2”号公章
的园区配套服务。

桃源县工业集中区党
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高
世锦介绍，所谓“2”号公
章，是园区为建设“135”工
程给企业配备的行政审批
服务，具体来说，就是把县
直12个部门的55项审批权
限下放到园区， 让企业在
建设、生产、经营的过程中
基本实现“办事不跑路、审
批不出园”。

“2”号公章全面启用
后， 极大地提高了行政审
批效率， 也方便了园区企
业，比如土地报批，以往需
要1至2年，现在3个月内就
能办好。

232项行政审批权限
下放园区

不动产登记中心、安
监分局、环保分局……9月
7日，在邵阳经开区政务中
心，记者看到，各个职能部
门在此设立的窗口和办公

室秩序井然。
2014年开始， 邵阳市在

邵阳湘商产业园试点简政放
权， 将数十项行政审批权限
下放到园区， 激活了园区的
管理机制， 获得企业广泛好
评。“各项审批工作非常快
捷， 园区还派出专门的团队
进行指导、代办，服务很好，
工厂签约后很快就能开工建
设。”湖南圣菲达服饰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樊祺说。

9月1日开始， 这一做法
在邵阳经开区得到全面普
及，232项行政审批权限全部
下放至经开区。“经开区政务
中心严格履行一站式服务原
则， 企业办理相关审批不用
出园， 园区对所有招商引资
项目开辟绿色通道， 相关手
续全程领办代办， 限时办
结。”邵阳市发改委副主任何
志红说。

“一条龙”式政务服务
成为常态

实 施 创 新 创 业 园 区
“135”工程以来，我省各级各
部门都在着力转变职能，推
行简政放权， 破解审批方式
程序多、手续烦琐的问题，通
过政府权力的“减法”换来了
市场活力的“乘法”效应。

在园区规划审查中，省
环保厅对依托已开展了环评
工作的园区建设的“园中
园”，不再另行审批，减少前
期工作环节。 省发改委对投
资项目实行在线审批监管，
极大地方便了项目单位办
事，为企业节约了审批成本，
缩减了办事时间。

多地的工业园区都尝到
了“放权”的甜头，“一条龙”
式政务服务成为常态。

浏阳市系统集成推进
“放管服”改革，363项行政权
力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办
结目标， 政府投资项目和社
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分别提
速103和96个工作日。

在长沙市望城区， 园区
推行“马上就来、马上就办、
马上办好” 的保姆式贴心服
务，做到了“办事不出县，审
批不出园”。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田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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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公章启用，土地报批三月内办好
“135”工程实施以来，工业园区“一条龙”式政务服务成常态

车企成绩亮眼
汽车湘军逆势增长

2016年10月底， 投资1500万元的湘潭凤舞九天鞋
业签约落户湘潭县，今年1月即开始投产。从考察、建厂
到投产，全程用时仅3个月，展示了湘潭县深化行政审批
体制改革带来的新速度、高效率。

此类投资办实业的高效模式， 近年来在我省遍地开
花，2014年，我省开始实施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各
地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创新，纷纷简政放权，通过
做好政府权力的“减法”，换来了市场活力的“乘法”效应。

近日，永州宁远县工业园区，华荣鞋业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 记者 刘尚文 摄

本 报 9 月 11 日 讯 今
天，记者从2017年全国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湖南
省分会场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我省将于9月15日至21
日在省科技馆举行“双创”
系列活动。

据介绍，此次“双创”活
动周将结合我省产业特色和
重要成果， 除预热和启动仪
式外，还将陆续举行“双创新
成果展”、“把握新科技革命
突破口， 加快推进创新引领
发展”主题论坛、大学生创新
创业集训营、 产业互联网创
新大会、创新创业项目路演、
双创人才见面会、 大健康产
业创新发展项目对接会和返
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工作研
讨会等系列活动。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互
联网+”、中国制造2025、军民
融合发展等重大举措， 加快培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 实现了新兴产业与
传统产业协同发展。

目前， 我省共获批国家级
双创示范基地4家，国家级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2家，小微企业创
业创新基地12家，中南大学、湖
南科技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入
选全国高校创新创业50强；建
成了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网络和14个市州、20个产业
集群窗口服务平台； 全省省级
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已达
104家，创业创新基地共入驻企
业7369家， 吸引就业20.65万
人。 ■记者 朱蓉

见习记者 黄亚苹 陈柯妤

我省“双创”系列活动本月15日启动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