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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优车、绿建科技、大和

水工等项目签约即拿地

“签约那天下午，园区就召开了签

约项目落地推进会，组织相关部门迅

速落实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

户、土地摘牌工作。”湖南绿建智造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向荣是“龙岭速

度”的切身体验者。

绿建科技是国家级小巨人企业，

于 2022 年 2 月签约落户龙岭产业开发

区，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投产后

每年实缴税收不低于每亩 20 万元。

龙岭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周

彪介绍，为让行政审批快一点、再快一

点，赫山区和龙岭产业开发区多点发

力提速项目建设——

2021 年 7 月，赫山区以全省清理

规范开发区管理机构为契机，整合撤

并龙岭产业开发区原衡龙新区，形成

“一区三园”发展格局，抬高了发展坐

标。并积极争取、承接和落实市级管

理权限 173 项，通过流程再造精简优化

为 143 项，提升了管理层级和管理权

限，促进开发区实现“闭环审批”和“园

区事园区办”，打造了极简审批“龙岭

模式”。

为确保审批权限接得住、用得好、

见成效，赫山区成立由区委书记、区长

挂帅的园区建设指挥部，由区委副书

记任指挥长，统筹全区 26 个部门单位

力量，建立三大调度机制、两项推进机

制、“一件事一次办”并联审批机制、入

园涉企检查备案制度等，实行高位推

动、集中办公、即时协调，全力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

创新制定并联审批、告知承诺制

等工作制度，“桩基先行”“容缺受理”，

是龙岭产业开发区提速项目落地投产

的又一重要举措，实现了从受理服务

到主动服务、从串联审批到并联审批、

从单证核发到多证联发的转变。湖南

优车、绿建科技、大和水工等 3 个项目

实现签约即供地，并为龙泉农副、吉鲜

生 等 17 个 项 目 节 约 报 建 费 约 765 万

元。

近，是快的基础。龙岭产业开发

区机构、人员向企业延伸下沉，组建一

支由 103 名园区干部组成的驻企联络

员队伍“一对一”帮办服务。在赫山区

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两个园区综合服务

窗口，专门派驻 4 名干部为入园企业

提供“一次受理、见章盖章、并联审批”

的“ 一 站 式 ”行 政 审 批 帮 代 办 服 务 。

2022 年为 42 家企业办理手续 55 件，申

报资料平均减少 30%，办理时限缩短

约 70%。

企业服务“““““““““““““““““““““““““““““““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字为先
新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4

家、储备上市后备企业8家

连日来，在益阳阳光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厂房里，50 条铝电解电容器自

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忙着完

成订单任务。去年，该公司产值达到

1.2 亿元，同比增长 20%。

谈及企业的稳步发展，公司财务

总监蔡兰说，这离不开龙岭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的助力。“园区引进‘华为云’

工业互联网平台，帮我们实现了数字

化转型，提升了管理效率。”蔡兰介绍，

2022 年，公司跻身省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数字化，是我们优化企业服务打

出的一张新王牌 。”周彪介绍。近年

来，龙岭产业开发区采取培育数字产

业新业态、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促进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力举措，助力企业

成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双

重影响，实现逆势上扬。

园区的 5G+电容器智能制造创新

孵化中心，是一个融合 5G 应用技术、

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等先进元素的

多功能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已有 20

多家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和 5 家行业

组织入驻，园内企业近距离享受智能

化改造与提升、上云上平台、大数据应

用、绿色工厂和政策咨询等服务。

园区建立全省第一个“区域工业

互联网服务平台”——老虎工业云谷，

夯实园区工业互联网新基建，打造基

于“交易、数据、生态”为新型特征的工

业互联网新经济平台。并与华为公司

合作，建设华为（益阳）电容云工业互

联网创新中心，致力益阳电容行业数

字化转型 ，助力企业降本增速提效 。

目前，龙岭产业开发区上云企业账实

相符率达 99.9%，生产交期缩短 30%，

材 料 浪 费 减 少 5% ，人 均 产 量 提 升

10%。艾华集团研发成果入围第二十

三届中国专利奖，9 家企业纳入全省数

字化转型“三化”重点项目名单，2 家企

业获评省级“上云上平台”标杆企业。

为做到对企业全生命流程分类管

理和精准服务，龙岭产业开发区建立

企业梯度培养“四库”，即“小升规”重

点企业库、“小巨人”培养企业库、“上

市 企 业 ”后 备 库 及“ 退 归 风 险 企 业

库”。全年新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4

家、储备上市后备企业 8 家，新增规上

企业 23 家、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

2022年，龙岭产业开发区深入贯彻

落实“万名干部联万企”行动，制定并下

发《惠企纾困政策汇编》与《园区帮大扶

强行动方案》，建立 7个工作小组和 4项

工作机制，通过精准助企、党员联企、社

区暖企，累计解决资金、用地等项目建

设有关问题 200 余个，为 55 家企业“减

退缓”税费 1.96 亿元，为 60 余家企业

300 余名干部职工子女解决就学问题，

企业满意度得到了空前提高。

改革创新惟“““““““““““““““““““““““““““““““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为要
主要岗位干部平均年龄下

降 2.3 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提高12%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优化营商

环境、推进项目建设亦然。

35 岁的原龙岭工业集中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所副所长晏旭皋，去年 2 月

竞聘为龙岭产业开发区开发建设局资

规组组长。今年 3 月 12 日，在龙岭产

业开发区召开的 2022 年度工作小组组

长述职评议会议上，他用翔实的数据

和亮眼的成绩充分展示过去一年的工

作业绩：去年，园区深入开展项目履约

情况和土地利用清理专项行动，他与

团队成员共同努力，对园区 178 家企业

及省厅下发的批而未供和低效用地制

定“一地一策”处置方案，通过挂牌消

化一批、去存续建一批、依法盘活一

批，共盘活存量土地 500 余亩。去年园

区土地报批和开发利用总量，撤批土

地、闲置土地、违法用地清理完成进度

均排名益阳市前列。

“团队更有活力，干事更添动力。”

周彪介绍，去年 2 月，龙岭产业开发区

在全市园区率先开展“竞聘上岗、双向

选择”，对园区主要工作岗位重新“洗

牌”，推行大部小办制，推动人员力量

融合。龙岭产业开发区以争创人才综

合制度改革先行区为抓手，创新人事

管理制度，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一池

春水”。目前开发区主要岗位干部平

均年龄下降 2.3 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比提高 12%，占比达 53%，专业型人才

更多、层次更高、专业更广，干部队伍

战斗力空前提升，干事创业激情空前

高涨，打开了龙岭发展新局面。龙岭

产业开发区省级“五好”园区排名上升

24 位，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考评

荣获全年第一，获评全省“环保诚信园

区”“绿色园区”“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等荣誉称号，获奖项目质量和数量均

创历史新高。

梧高叶茂“改”中来
——益阳龙岭产业开发区深化改革创新推动营商环境优化

邢 玲 刘 鼎

前不久，江丰电子湖南项

目二期——湖南江丰科技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在益阳市

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新材料

产业园开工，致力为中国半导

体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

好，就看项目来不来，还看项目

是不是来了还来。今天我们的

二期项目又在这里开工，就有

力地证明了一个事：这里的营

商环境好！”在开工仪式上，江

丰电子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姚

力军由衷点赞。

近年来，益阳市赫山区龙

岭产业开发区牢固树立“营商

环境就是生产力”理念，以体制

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赋权审

批服务为主抓手，为发展放权、

为办事松绑，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去年，龙岭产业开发区新

引进项目 38 个，新开工项目 25

个，新投产项目 19 个，服务园

区企业争取省级以上品牌荣誉

120 余项，获得奖补资金 3200

余万元，铝电解电容器产业集

群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企业满意度、获得

感不断提升。

3月 12日，龙岭产业开发区2022年度工作小组组长述职评议会上，小组组长汇报过去一年的工作业绩。

熊学武 摄

龙岭产业开发区驻企联络员

深入企业宣讲政策。 刘鼎 摄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糜良玲 曾琳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怀化职业技术学院（以

下简称怀化职院）的前身是安江农校，袁隆平院士

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7年，杂交水稻从这里走向世

界。该校因此被誉为“杂交水稻的发源地”。

新学期伊始，怀化职院依托安江农校纪念

园，利用思政课部教学资源，结合学校特色和

杂交水稻研究历史，充分发挥湖南省党员教育

培训示范基地作用，坚决扛起杂交水稻发源地

的责任与担当，在校园中掀起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热潮，朝着“办一流职院 育一流

人才”的目标大步迈进。

培根铸魂，让精神火种深入人心

初春的安江农校纪念园，古木参天，郁郁

葱葱。3 月 6 日，怀化职院 400 多名师生，在该校

政治理论课部主任王义友带领下来到这里，上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隆平精神，培

养时代新人”流动思政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

作为怀化职院的一名农技特岗生，我一直牢记

袁爷爷八字赠言‘知识、汗水、灵感、机遇’，立志

扎根田野，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该

校现代农业技术专业 2020级学生董薇表示。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人心，把思想的伟

力转化为奋斗的动力。怀化职院不断创新学习

形式，建立领导干部带头学、党委会专题学、专

家辅导学、全覆盖广泛学、进课堂普及学的“五

学”模式，确保党的创新理论全覆盖。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学校中

层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上，怀

化职院党委书记胡扬帆说，学校要牢牢肩负起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重任，把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

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抓紧抓实抓好。

“喜迎二十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经典诵读、“礼赞二十大 笔墨话清廉”书画展、

“献礼二十大 青春展风华”手工作品展、“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征文……一场场各

具特色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活动

在怀化职院竞相展开。

提升内涵，办高质量职业教育

2023 年度“楚怡杯”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

竞赛近日落下帷幕，怀化职院荣获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21 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

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定位。把大国

工匠、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为

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成果转化为教育

教学的生动实践。怀化职院充分发挥职业技能

大赛的引领作用，持续强化“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以赛促建、以赛促改”，对标对表技能大赛

标准和规范，改革课堂教学，不断提升学生的

专业技术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

“学校紧密对接国家、省市战略和区域经

济发展需求，超前布局一批新兴专业，扶持一

批优势专业，形成以农科为主体、工科文科为

两翼、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布

局，重点建设种子生产与经营、畜牧兽医、旅游

管理、建筑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数字媒

体技术、民族传统技艺等专业群。”该校党委副

书记、院长刘学文介绍。

秉承“依托市场办专业、办好专业兴产业、

兴旺产业促就业”的办学思路，该校在强化学

科、教师队伍、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持续发力，重点突出农字特色、擦亮农字品牌，

不断提升办学质量。

怀化职院 2020 届、2021 届、2022 届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分别达到 74.88%、88.02%、85.41%，

有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就业困难毕业生均实

现 100%就业。

发挥优势，为区域发展贡献力量

3 月的海南岛，春意盎然。国家杂交水稻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怀化分中心（原安江农校杂交

水稻研究所）位于海南的科研基地，30 多亩试

验田中，新品种杂交水稻正是拔节抽穗期。等

到 5 月这批稻谷收获后，将转回安江农校的试

验田，开展下一步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怀化职院科研人员王

志强介绍，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杂交

水稻科研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广阔土地上。

把科研创新转化为实践成果，为地方特色

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该校因地制宜推广优

质杂交水稻、“安江早香柚”、“安锦 1 号”葛等优

质高产新品种，培育特色主导产业 12 个，推广

新技术 25 项，转化科技成果 10 项，解决生产技

术难题 200 多个。

3月8日，2023年怀化市鹤城区农村建筑工匠

培训班在怀化职院开班，270余名农村建筑工匠参

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该校副校长罗向东介绍，

2023年村干部培训班也在安江校区同步开班。

依靠学校科研与专业优势，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近年来，怀化职院不仅为当

地培训基层干部和农民，还选派精干力量，组

建省市县科技特派员、三区人才等科技服务队

伍，为武陵山片区的广大农村提供科技帮扶。

怀化职院作为全省首批农技特岗生定向

培养 3 所高校之一，3 年来共招录定向培养基

层农技特岗生 539 名。如今，首批 210 名基层农

技特岗生已完成学业走向田间地头，为乡村振

兴注入崭新活力。

【基层声音】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胡扬帆：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

之年，学校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树

立现代教育理念，做职业教育的行家里手。

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

围绕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的急

需专业领域，在产教融合、职普融通等方面改

革突破，坚决扛起杂交水稻发源地的责任与担

当。努力建设高质量、高水平职业院校，积极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让每一名学生技能在手、人

生出彩，为深入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

命任务贡献怀化职院力量。

让一粒粒“种子”扎根沃土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见闻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肖亦然 摄

长沙首趟中老铁路
进口班列发车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刘霞 林依）3 月 11 日，长沙首趟中老铁路国际进口

班列从老挝琅勃拉邦驶出。该趟班列搭载了 520 吨湖

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从老挝当地进口的新

鲜木薯粉，经中老铁路到达磨憨口岸后，将直达长沙

北站。

以往，湖南农发集团大多通过陆运和海运进行

木薯粉运输，时间在 1 个月左右，而中老铁路进口班

列运输时间仅需以往的 1/3。

【记者手记】

这里走出去的学生为何好用
李夏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努力培养造就更多青年科技人

才、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技能型人才为培养

目标的高等教育。怀化职院尤其注重学生技

能的实践锻炼，除了有合作企业及校内外实

训基地的动手实践，还特别珍惜每一次职业

技能竞赛的机会，不管是国家级大赛，还是省

市级比赛，该校都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成立

专门班子，组建专门教师指导团队，一对一指

导学生打磨参赛作品。瞄准各种竞赛，以最高

标准、最严要求，培训学生；通过各种比赛，检

验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战技能。

这几年，怀化职院在各项大型赛事中

大显身手，先后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导游服务赛项一等奖 1项、第八届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1

项、“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

术创新大赛一等奖 1项等。随着技能竞赛成

绩不断刷新，人才培养的水平也不断提升。

有用人企业就这样评价：“怀化职院的毕业

生就是好用，站上工位就能产生价值。”

湖南日报 3 月 13 日讯（全媒体记者

颜石敦 张璇 通讯员 沈偲）3 月 13 日，岳

麓山种业创新中心洞庭湖区域中心屈原

管理区数字农业项目土地平整度模型、农

机管理软件等开发已完成，工人正在安装

无人机、多光谱摄像头、智能农机盒子。

为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

高地，2022 年我省着手构建以岳麓山实验

室、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湘江实验室、芙

蓉实验室为牵引的湖南实验室体系，分别

打造优势种业、工业共性技术、深化算力

支撑、精准医学领域创新平台。岳阳积极

与省直相关部门对接，加快融入省四大重

点实验室体系建设，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

洞庭湖区域中心、湘江实验室区域创新中

心、洞庭实验室总部先后落户该市，芙蓉

实验室正在紧锣密鼓对接。

2022 年 9 月 28 日授牌成立的岳麓山

种业创新中心洞庭湖区域中心，是岳麓山

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中国工程院

院士印遇龙、刘少军等院士团队加盟，为

该 市 创 新 发 展 赋 能 添 彩 ，已 开 展 栀 子 产

业、特色林木、全民鸽业等农林渔禽科技

合作项目 12 个。湘江实验室区域创新中心

全力推进科创基金、智慧岳阳建设等。洞

庭实验室从对接到落户岳阳仅 1 个多月时

间，已成立汨罗甜酒、华容芥菜研发机构，

开展科技攻坚，加快成果转换，助力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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