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凭借一项凭借一项 90009000 余万元的余万元的
技术改造投资技术改造投资，，位于湖州南太位于湖州南太
湖新区的安达汽配公司今年顺湖新区的安达汽配公司今年顺
利成为德国奥迪新能源汽车项利成为德国奥迪新能源汽车项
目供应商目供应商，，由此打开了海外由此打开了海外
市场市场。。

对于技改带来的直观效对于技改带来的直观效
益益，，安达汽配总经理助理茹易安达汽配总经理助理茹易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一台智能化生产设一台智能化生产设
备备 6060 万元万元，，节约人工节约人工 44 人人，，
除去运行成本和折旧除去运行成本和折旧，，相当于相当于
每年为企业节省每年为企业节省 3030 万元万元，，两两
年内就可以收回设备成本年内就可以收回设备成本。。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产产
业如何转型升级业如何转型升级，，实现效益最实现效益最
大化大化？？南太湖新区高端装备制南太湖新区高端装备制
造企业选择的路径是以技改实造企业选择的路径是以技改实
现高新化现高新化，，以绿色迈入快车以绿色迈入快车
道道。。去年以来去年以来，，南太湖新区以南太湖新区以
传统产业高新化为路径传统产业高新化为路径，，全力全力
推进规模以上企业技术改造全推进规模以上企业技术改造全
覆盖覆盖。。去年共实施技改项目去年共实施技改项目
5151个个，，完成技改投资完成技改投资1212..2727亿亿
元元。。其中其中，，香飘飘香飘飘、、永兴特永兴特
钢钢、、湖州机床厂等一批老牌企湖州机床厂等一批老牌企
业借助技改新风取得了全新业借助技改新风取得了全新
发展发展。。

为推动企业技改为推动企业技改，，南太湖南太湖
新区对区内所有企业的技改项新区对区内所有企业的技改项
目实行清单化管理目实行清单化管理，，实现项目实现项目
进度精准把握进度精准把握，，并通过各种途并通过各种途
径为企业技改争取国家径为企业技改争取国家、、省市省市
各类补助各类补助。。安达汽配的技改项安达汽配的技改项
目成功申报浙江省重点技改项目成功申报浙江省重点技改项
目后目后，，获得了获得了 906906 万元补助万元补助，，
为企业减轻了资金压力为企业减轻了资金压力。。

同时同时，，南太湖新区主动向南太湖新区主动向
上争取技改政策和补助上争取技改政策和补助。。去去
年年，，企业创新创优取得明显突企业创新创优取得明显突
破破，，微宏动力电池项目入选微宏动力电池项目入选

““20182018年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年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项目范项目””，，久盛电气获评久盛电气获评““第第
三批绿色工厂三批绿色工厂””和和““绿色制造绿色制造

系统集成项目系统集成项目””。。同时同时，，去年累计获得各类装备制造补助去年累计获得各类装备制造补助
资金达资金达 11..33 亿元亿元，，为为 1313 个技改项目争取技改奖励个技改项目争取技改奖励 10591059
万元万元。。

湖州机床厂有限公司建厂已有湖州机床厂有限公司建厂已有 6464 年年，，近年来投入近年来投入
30003000万元实行技术改造万元实行技术改造，，并在南太湖新区牵线下并在南太湖新区牵线下，，与浙与浙
江大学院士团队共建湖州智能制造产业技术有限公司江大学院士团队共建湖州智能制造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研发部部长吴佳森介绍技改后的企业研发部部长吴佳森介绍技改后的““主打产品主打产品””：：一块一块
板件从液压机的一端进入板件从液压机的一端进入，，经过成型经过成型、、冲孔冲孔、、切边等环切边等环
节节，，汽车的天窗框成品就出来了汽车的天窗框成品就出来了。。原先五个工位合为一原先五个工位合为一
个个，，不仅企业生产升级了不仅企业生产升级了，，为用户提供的产品也更高为用户提供的产品也更高
端了端了。。

为壮大高端装备产业为壮大高端装备产业，，南太湖新区上下全力实施企南太湖新区上下全力实施企
业培大育强专项行动业培大育强专项行动，，重点突出微宏动力重点突出微宏动力、、辛子精工辛子精工、、
安达汽配安达汽配、、久盛电气久盛电气、、机床厂等高端装备产业的龙头骨机床厂等高端装备产业的龙头骨

干企业干企业，，着力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问题着力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同时同时，，
深度推进科技绿色深度推进科技绿色，，加快推进湖州科技城建设加快推进湖州科技城建设，，推进推进

浙大绿色智造研究院浙大绿色智造研究院、、加拿大工程院人工智能创新加拿大工程院人工智能创新
中心等研究院的投入运营中心等研究院的投入运营，，为高端装备产业发展为高端装备产业发展

奠定人才和技术储备基础奠定人才和技术储备基础，，使高端装备产业步使高端装备产业步
入绿色发展快车道入绿色发展快车道。。

截至截至20182018年底年底，，南太湖新区高端装备南太湖新区高端装备
产业共集聚规模以上企业产业共集聚规模以上企业 4141 家家，，总产值总产值

达达7070..7373亿元亿元，，高端装备产业增加值增高端装备产业增加值增
幅达幅达1616..22%%。。

江南小县德清，近 10 年来承担了 76 项国家、
省级改革试点，其中已有10多项改革经验在全国
和全省复制推广。

2013年9月份，德清在浙江率先启动户籍制度
改革。随着户籍“藩篱”拆除，依附在户籍背后的
33项政策待遇全部废除。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城乡居民的福祉。”
德清县委书记王琴英告诉记者，近几年，德清每年
新增8000万元资金，逐步消除就业、教育、养老、医
疗、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差别化待遇，城乡一体化
发展机制逐渐形成。

为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德清通过
整合县级医院和镇（街道）卫生院资源，打造县域医
共体，并引入省级医院优质资源，让村民在家门口
就享受到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乡镇卫生院的住院
和手术服务实现从无到有，村级卫生室药品种类从

以前的不足150余种增加到300种。
在洛舍东衡村，有一个“东衡众创园”，原来是

倒闭的茶厂和废弃的矿地。2015年9月份，通过异
地调整入市，以每亩21.3万元的价格挂牌出让，引
来了14家生产钢琴及钢琴配件的企业，村集体经
济得以壮大。

这都是德清敢为人先，全面推进农村综合产权
制度改革、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出台全国首个基于“三权分置”的宅基地管理
办法，颁发了全国首批宅基地“三权分置”权证……
把改革作为撬动农村发展活力的突破口，正成为德
清乡村振兴的先手棋。

据介绍，在德清现有省级以上的 76 个改革试
点项目中，有30多项是“农字号”改革。到去年底，
仅“农地入市”就让村集体收益2.7亿元，惠及农民

18万余人。
从2017 年开始，德清县在企业投资项目审批

上率先在全省破题，成立政府无偿代办队伍。如
今，这支专门为企业申报等事项“跑腿”的专业、专
职、高效队伍，遍及机关部门和镇村。

与此同时，德清率先在全省实现了企业投资项
目审批“应用平台、系统打通、网上申报、网上审批”
4个百分百，又率先实现办件回传率100%，真正变

“企业跑”为“数据跑”。
期间，德清又开展企业投资项目“一窗服务”和

“标准地”两项试点，将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推向
纵深。“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成了德清“只跑一次”
改革持续深入的标配。最多跑一次事项覆盖率达
到96.3%。

得益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今年上半年德清累
计签约项目124个，总投资637.70亿元。

到湖州采访到湖州采访，，绕不开绕不开““绿色绿色””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绿色绿色，，毫毫
无疑问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无疑问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底色底色””。。

湖州在浙江湖州在浙江，，经济总量并不算大经济总量并不算大，，但近年来对外贸易但近年来对外贸易
分量不轻分量不轻。。受国际贸易不景气影响受国际贸易不景气影响，，湖州累计出口额一湖州累计出口额一
度出现负增长度出现负增长，，成为浙江省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市之一成为浙江省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市之一。。

尽管如此尽管如此，，今年今年77月份月份，，湖州对外出口又实现了湖州对外出口又实现了
增长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88..77%%，，外贸形势企稳向好外贸形势企稳向好。。上半年上半年，，
湖州地区生产总值保持了湖州地区生产总值保持了88..11%%的增长的增长，，工业投资同工业投资同
比增长了比增长了5454..77%%，，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湖州的发展湖州的发展，，成因何在成因何在？？湖州市委书记马晓晖湖州市委书记马晓晖
的回答言简意赅的回答言简意赅：：以以““两山两山””理念为指引理念为指引，，坚定不移走坚定不移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高质量发展之路。。

高质量发展之路怎么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怎么走？？湖州的湖州的““走法走法””别具一别具一
格格，，发挥独特的发挥独特的““底色底色””优势优势，，转型发展转型发展““绿色绿色””为先为先，，始始
终坚持以践行终坚持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推理念引领推
动高质量发展动高质量发展。。

马晓晖向记者坦言马晓晖向记者坦言，，对湖州来说对湖州来说，，绿色是优势绿色是优势，，
高质量是目标高质量是目标，，关键是看两者怎么结合关键是看两者怎么结合。。

据记者观察据记者观察，，在这方面在这方面，，湖州这几年可以说下足湖州这几年可以说下足
了功夫了功夫。。

始终贯穿的主线是推进经济生态化始终贯穿的主线是推进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生态经济
化化，，既护美绿水青山既护美绿水青山，，又做大金山银山又做大金山银山。。从各个区县从各个区县
看看，，重点把湖州南太湖新区打造成全国践行重点把湖州南太湖新区打造成全国践行““两山两山””理理
念示范区念示范区，，加快建设浙江加快建设浙江（（安吉安吉））县域践行县域践行““两山两山””理念理念
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

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统筹各区县绿色发展统筹各区县绿色发展。。其中其中，，““四四
个坚持个坚持””的工作特色尤为瞩目的工作特色尤为瞩目。。一是坚持把一是坚持把““绿色绿色””作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底色””，，当项目与环境发生矛盾时当项目与环境发生矛盾时，，
首先服从于环境首先服从于环境；；当开发与保护发生矛盾时当开发与保护发生矛盾时，，首先服首先服
从于保护从于保护。。二是坚持把开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牵引二是坚持把开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牵引，，
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历史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历史
机遇机遇，，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湖州全域被纳入上海湖州全域被纳入上海““11++
1010””同城化都市圈同城化都市圈、、““11++88””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圈和 GG6060 科创走科创走
廊廊。。三是坚持把项目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三是坚持把项目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先后先后
引进了总投资引进了总投资326326亿元的吉利汽车亿元的吉利汽车、、总投资总投资251251亿元亿元
的的““龙之梦龙之梦””等一大批等一大批““大好高大好高””项目项目，，规模以上工业亩规模以上工业亩
均税收年均提高均税收年均提高1515%%以上以上。。去年去年，，湖州成功承办了联湖州成功承办了联
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德清地理信息小镇年税收连德清地理信息小镇年税收连
续续55年实现翻番年实现翻番。。四是坚持把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四是坚持把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的动力。。先后出台了先后出台了55部生态保护地方性法规部生态保护地方性法规，，创新创新
推行了批而未供推行了批而未供、、供而未用供而未用、、用而未尽用而未尽、、尽而未投尽而未投、、投投
而未达的而未达的““五未五未””土地处置土地处置、、““标准地标准地””等改革等改革，，扎实推扎实推
进了进了““绿贷通绿贷通”“”“续贷通续贷通””等绿色金融改革等绿色金融改革，，为高质量发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目前目前，，湖州对外出口绿色家居湖州对外出口绿色家居、、生物医药生物医药、、工程工程
机械等主要产品机械等主要产品，，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并构并构
建了建了77个国家级转型升级基地个国家级转型升级基地，，抗风险能力明显提抗风险能力明显提
升升。。同时同时，，得益于多元化的市场开拓得益于多元化的市场开拓，，近近33年来湖州年来湖州
对对““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新兴市场的出口相关国家新兴市场的出口，，年均增长都年均增长都
在在1010%%以上以上。。

““底色底色””之上之上，，““绿色绿色””先行先行，，湖州转型发展表现出湖州转型发展表现出
了足够的韧性了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和蓬勃的活力巨大的潜力和蓬勃的活力。。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湖州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湖州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精准施策精准施策、、
精准帮扶精准帮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实现了经济运行平稳实现了经济运行平稳
有序有序、、外商投资逆市上扬外商投资逆市上扬、、工业投资领跑全省工业投资领跑全省。。

实践证明实践证明，，湖州的绿色发展之路湖州的绿色发展之路，，正是正是““两山两山””理理
念成功指导实践的现实范例念成功指导实践的现实范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州与国内多数城市相仿湖州与国内多数城市相仿，，

拼资源拼资源、、拼环境拼环境、、拼能耗拼能耗，，换来的是低质量发展换来的是低质量发展。。践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理念，，湖州很快找到了破湖州很快找到了破
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难题的科学方法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难题的科学方法，，形成了以形成了以

““护美绿水青山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做大金山银山、、培育生态文化培育生态文化、、构建构建
制度体系制度体系””为主要内容和标志的为主要内容和标志的““两山两山””理念实践模理念实践模
式式，，走出了一条经济和生态互融共生走出了一条经济和生态互融共生、、互促共进的社互促共进的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

湖州上下形成发展共识湖州上下形成发展共识：：唯有坚定不移唯有坚定不移““立立””，，举举
生态旗生态旗、、打生态牌打生态牌、、走生态路走生态路，，才能赢得竞争优势才能赢得竞争优势；；唯唯
有锲而不舍有锲而不舍““转转””，，做深做实做深做实““两山两山””转化文章转化文章，，才能开才能开
辟康庄大道辟康庄大道；；唯有与时俱进唯有与时俱进““试试””，，不懈探索不懈探索、、改革创改革创
新新，，才能实现领先领跑才能实现领先领跑；；唯有上下同欲唯有上下同欲““干干””，，一任接着一任接着
一任一任，，一以贯之抓推进一以贯之抓推进、、抓落实抓落实，，才能绘就美好蓝图才能绘就美好蓝图。。

湖州的实践告诉我们湖州的实践告诉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统工程程，，必须整体推进必须整体推进。。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对于一个地区而言，，资源有资源有
限限，，需要因地制宜需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精准发力、、重点突破重点突破。。湖州坚持湖州坚持““小小
步快走步快走””，，聚焦重点区域聚焦重点区域、、领域领域，，集中精力攻坚克难集中精力攻坚克难。。比比
如如，，安吉县深耕安吉县深耕““椅椅、、竹竹、、茶茶””三大产业三大产业，，其中椅业占国内其中椅业占国内
三分市场三分市场；；长兴县从传统蓄电池产业起步长兴县从传统蓄电池产业起步，，形成了涵盖形成了涵盖
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新能源装备新能源装备、、新型能源材新型能源材
料料、、能源互联网等较为完整的新能源全产业链能源互联网等较为完整的新能源全产业链；；德清德清
县在昔日废弃矿山上县在昔日废弃矿山上，，建起了全国地理信息产业集建起了全国地理信息产业集
聚区聚区；；南浔区的智能电梯产业列入国家火炬计划特南浔区的智能电梯产业列入国家火炬计划特
色产业基地色产业基地，，电梯年产量占全国的电梯年产量占全国的2020%%。。

湖州的实践启示我们湖州的实践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是一场久久高质量发展是一场久久
为功的为功的““接力赛接力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保护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力。。高质量高质量、、可持续可持续、、创新性创新性，，核心要义缺一不核心要义缺一不
可可；；均衡性均衡性、、协调性协调性、、普惠性普惠性，，共享理念深入人共享理念深入人
心心；；系统性系统性、、针对性针对性、、精准性精准性，，发展路径别无选发展路径别无选
择择。。实现这一切实现这一切，，关键在人关键在人，，关键在思关键在思路路。。

湖州的湖州的““绿色绿色””与与““底色底色””
黄 平

德清：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王力中

长兴：项目引领工业“加速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黄 平平 通讯员通讯员 李李 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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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今年11月份至月份至77月份月份，，湖州长兴新签约亿元以湖州长兴新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上项目 102102 个个，，其中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其中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8585 个个。。涉涉
及新备案外资项目及新备案外资项目4444个个，，其中新设外资企业其中新设外资企业2121家家，，
增资企业增资企业2020家家，，增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为增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为33..4242亿亿
美元美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16116%%；；共完成合同外资共完成合同外资 77..1515 亿美亿美
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43143..1818%%；；实到外资实到外资22..8686亿美元亿美元，，同比同比
增长增长103103..8989%%，，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增速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增速。。

这份成绩单这份成绩单，，对于一个县级城市来说实属对于一个县级城市来说实属
不易不易。。

33年前年前，，当地超过当地超过1010亿元的项目少之又少亿元的项目少之又少。。在在
当前形势下当前形势下，，长兴的项目不降反升长兴的项目不降反升，，亮点纷呈亮点纷呈。。

““围绕项目围绕项目，，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一张蓝图绘到
底底，，这是长兴始终不变的坚守这是长兴始终不变的坚守。。””长兴县委书记周卫长兴县委书记周卫
兵说兵说，，厚积薄发厚积薄发，，成为长兴近年来以项目助推工业成为长兴近年来以项目助推工业
经济发展的最好注脚经济发展的最好注脚。。

近年来近年来，，长兴根据工业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及指长兴根据工业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及指
导目录导目录，，实施工业平台错位化实施工业平台错位化、、差异化差异化、、特色化发特色化发
展展，，引导拟签约项目定向落户引导拟签约项目定向落户、、企业定向集聚企业定向集聚、、产业产业
定向集群定向集群，，形成形成““一镇一品一镇一品”“”“一园一业一园一业””。。

““长兴引进的高质量项目越来越多长兴引进的高质量项目越来越多，，主要表现主要表现
在工业项目增多在工业项目增多，，其中以新能源为主导产业的招商其中以新能源为主导产业的招商
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周卫兵说周卫兵说。。

目前目前，，吉利新能源汽车吉利新能源汽车、、康迪汽车康迪汽车、、江森自控等江森自控等
一批一批““大好高大好高””项目先后入驻项目先后入驻，，集新能源材料集新能源材料、、新能新能
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为一体的新能源产业集群正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为一体的新能源产业集群正
发挥产业链效应发挥产业链效应。。

在项目驱动之下在项目驱动之下，，开放的长兴工业经济实现开放的长兴工业经济实现
““加速跑加速跑””。。在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投资11..0909亿美亿美
元的浙江长兴美东工业建设有限公司正在实施土元的浙江长兴美东工业建设有限公司正在实施土
地平整工作地平整工作。。如今如今，，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吸引来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吸引来

自世界各地的多个外资项目入驻自世界各地的多个外资项目入驻。。
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服务分局副局长柏莹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服务分局副局长柏莹

珏告诉记者珏告诉记者，，为了使项目能够尽快建成投产为了使项目能够尽快建成投产，，开发区开发区
提供了最细致的服务提供了最细致的服务，，企业基本上不需要跑政府单企业基本上不需要跑政府单
位办手续位办手续，，所有办证审批工作都由开发区承担所有办证审批工作都由开发区承担。。

长兴坚持长兴坚持““一个重点项目一个重点项目，，一名县领导联系一名县领导联系、、一一
个部门牵头服务个部门牵头服务、、一个团队协同推进一个团队协同推进””的项目推进的项目推进
机制机制，，同时每月召开重大招商项目攻坚例会和重点同时每月召开重大招商项目攻坚例会和重点
项目建设推进例会项目建设推进例会，，集中会商协调项目引进推进过集中会商协调项目引进推进过
程中的重大问题程中的重大问题，，努力做到问题不出项目现场努力做到问题不出项目现场。。

据了解据了解，，为了让企业为了让企业““心无旁骛做经营心无旁骛做经营””，，长兴长兴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大力推进大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改改
革革，，优化外资审批服务优化外资审批服务，，深入实施企业投资项目深入实施企业投资项目““标标
准地准地++承诺制承诺制””、、涉企事项改革等涉企事项改革等，，持续不断健全产持续不断健全产
业链配套业链配套。。

德清国际会议中心。 （资料图片）

俯瞰浙江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俯瞰浙江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黄宗治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