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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陈杰雄 刘敏 实习生 袁院香

8月7日上午，邵阳经开区中电彩虹邵阳
特种玻璃项目一期工程建设工地上一片繁忙
景象。该项目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映衬出邵
阳经开区园区经济的蓬勃活力。

今年上半年，面对国家宏观政策调整
转向的大环境，邵阳经开区积极应对融资
瓶颈制约的现实问题，瞄准千亿园区和国
家级经开区的既定目标不动摇，攻坚克难，
确保了园区发展势头不减，各项目标任务
如期完成。

经济运行稳中有升

今年1至6月，邵阳经开区完成技工贸收
入252亿元，同比增长13%；完成规模工业总
产值134.3亿元，同比增长11.8%；实现规模工
业增加值34.5亿元，同比增长14.8%；实现税
收13.1亿元，同比增长6%；实现区级财政总收
入1.32亿元，同比增长58.82%。

今年上半年，邵阳经开区园区经济发展
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制造业增幅明显。1至6
月，机械制造业完成工业产值31.1亿元，同比
增长17.8%；特色轻工产业完成工业产值7.36
亿元，同比增长38.9%；农产品加工业完成工
业产值18.3亿元，同比增长22%。二是重点骨
干企业增速较快。三一湖汽、九兴鞋业、口味
王槟榔、富士电梯等骨干企业1至6月工业产
值 同 比 增 长 分 别 达 22% 、83.6% 、111.1% 、
200%。三是新增产业项目较多。1至6月，新增
产业项目21个，其中入驻标准厂房的产业项
目已全部开工，预计9月底前可全部投产，年
内可新增工业产值10亿元以上。

产业项目加速推进

今年来，邵阳经开区持续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至6月底，该区今年已完成28个产业项
目合同签订，合同引资40.33亿元，其中500强
企业1个，10亿元以上项目2个。

同时，邵阳经开区全面开展“产业项目建
设年”活动，强化领导力量，加大政策扶持，优
化项目服务，为产业项目建设提供良好的发
展环境。在2018年邵阳经开区推动建设的27
个重点项目中，中电彩虹邵阳特种玻璃、智能
制造、桑德环保3个项目已列入省“100个重大
产业项目”；邵纺机旋挖机、三一智能环保渣
土车及新能源汽车2个项目已列入省“100个
重大产品创新项目”。

智能制造、中电彩虹邵阳特种玻璃等重
点项目建设快速推进。目前，智能制造主体厂
房已经全部完工，局部正在进行修补收尾，预
计所有设备联试联调将于10月20日前完成，
10月31日正式生产；中电彩虹邵阳特种玻璃
一期3栋厂房建设全面进入扫尾阶段，项目一
期工程预计将于8月底竣工交付。

深化改革激发活力

在2017年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上，邵阳
经开区今年进一步理顺园区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着力推
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为
园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全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年初，邵阳
经开区启动了“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同步
公布了第一批次 21 项“最多跑一次”事项清
单。4月，公布了第二批次36项“最多跑一次”
事项清单。1 至 6 月，经开区政务中心累计办
件1806件，其中“最多跑一次”事项办件1220
件，占比达到67.5%。目前，已完成经开区127
项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梳理分类，预计
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造可新增“最多跑
一次”事项76项，到今年9月，该区“最多跑一
次”事项有望达到80%。

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在逐
步完善下放权限的工作基础上，该区组织审
批部门集中进驻，不断推动行政审批“三集中
三到位”改革（部门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科室
集中、承担审批职能的科室向政务中心集中、
行政审批事项向政务平台集中，切实做到审
批事项进驻中心落实到位、窗口授权到位、电
子监察到位）。目前，该区政务中心已设14个
窗口，进驻 99 个事项集中受（办）理，除因敏
感、保密等原因不宜进驻的事项外，所有市级
下放的行政权力事项全部进驻，基本实现了

“大厅之外无审批”。

面对经济新常态，邵阳经开区瞄准千亿园区目标不动摇——

上半年，园区经济向好势头不减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刘茜 唐洁 实习生 袁院香

7 月 29 日，一场令人惊讶的表演在邵阳
经开区湘商产业园湖南玛蒂莲科技有限公司
上演：一块重达8吨的水泥块压向一张看似普
通的床垫，石块压下去后，床垫并没出现大幅
度变形；水泥块吊开后，床垫马上恢复了原
样。而这张“坚韧顽强”的床垫，竟然是用南竹
生产制作出来的。

近年来，湖南玛蒂莲科技有限公司不断
强化科技研发，用科技攻克南竹的弱点，发扬
南竹的优点，生产出独具特色的南竹床垫产
品，进一步打破弹簧床垫一统床垫行业的局
面，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立志创业 目光瞄向优质床垫
湖南玛蒂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海华

今年35岁，邵阳县人，早年曾在外省一家家具
企业务工。通过多年的打拼，他对床垫市场有
了深入了解，深感床垫市场潜力巨大。不甘于

只当一名“打工仔”的孙海华决心回乡创业。
2014年，孙海华回到邵阳后，没有急于成立

公司，而是召集技术人员先期开展产品研发。通
过不懈努力，他们成功研发出数十款床垫产品。
2015年9月，玛蒂莲公司正式成立并投入生产。

基于环保、健康的生产理念，玛蒂莲公司最
开始生产的是木床垫。然而，木床垫容易断裂，
质量得不到保证，同时过硬，不利于睡眠。孙海
华等人一直在思考，是否有更好的替代品。

在不断的摸索中，孙海华将视线转向南
竹。通过不断调查研究，公司研发团队确认，
南竹不仅碳化后不生虫，而且绿色安全无污
染，而竹纤维这一原材料更是拥有韧性强、不
易变形、可吸汗防臭等特性。于是，公司决定
研发竹床垫产品。

精益求精 努力打造标杆品牌
当时，国内仅有一家企业生产竹床垫，没有

更多的经验可循。在研发的过程中，孙海华等人
发现，虽然竹子有不少好处，却也有容易发霉、
翘边等缺点，必须通过科技研发解决这一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9个月的不断研发
测试，玛蒂莲公司攻克了南竹生产床垫的一
个又一个难题，并于2016年拿到了“环保竹床
垫”的实用新型专利。

随即，玛蒂莲公司全面停止了木床垫的
生产，全力生产竹床垫，并成为国内首批开拓
竹床垫市场的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该公司适
时进行技术改良，使床垫从六十多公斤的规
格缩减到二三十公斤，在提高质量的同时外
形也更轻巧了，满足了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目前，玛蒂莲公司已经以竹床垫设计为
核心，研发出数十款产品。凭着环保健康理念
以及可靠的质量，该公司生产的竹床垫迅速
在床垫市场站住了脚，并逐步走向全国各地。

“一家企业，要保持不竭的发展动力，离
不开科技创新。”孙海华表示，玛蒂莲公司的
下一步目标，是向智能床垫进发，深度挖掘新
产品。音乐床垫、助眠床垫、折叠床垫，这些别
致的新型床垫，就是公司进一步的研发方向，
以实现多元化发展，提升品牌附加值。

“虽然目前玛蒂莲家具的年均销售额还
只在千万元级别，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孙
海华豪情满怀地表示，“未来5年里，我坚信公
司能快速渗透湖南床垫市场，年均销售额达
到1亿元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依托自主技术用南竹做出环保床垫，玛蒂莲科技公司——

打破弹簧床垫一统天下格局

邵阳日报 8月 8日讯 （通讯员 向云峰
魏建平 华杰） 8月6日，笔者从绥宁县林业局
获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7月24日印发《关于公
布2018年认定命名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名单
的通知》，同意认定命名全国15家林业产业园区
为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区，其中绥宁木竹产业示范
园区榜上有名。

绥宁县木竹产业示范园区总规划面积309公
顷，现有企业57家，其中包括国家级林业龙头企
业2家、省级林业龙头企业8家、市级林业龙头企
业6家、“中国驰名商标”企业2家、“中国世界名
牌”企业1家、产值过亿元企业4家。园区分为竹
木产品新型材料区、竹木产品加工区、配套服务区
和农副产品加工区4个功能区。

为全力打造国家木竹产业示范园区，该县先
后出台了《绥宁县工业集中区发展规划（2012—
2020）》《关于加快推进“林工一体化”建设若干问
题的规定》等十余个文件，组建了林业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绿洲产业发展基金，80％的资金用于县内
企业特别是木竹企业的发展。此外，县财政每年
安排500万元以上木竹产业发展经费，用于奖补
竹林道等方面建设。2017年，该县木竹产业示范
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151.18亿元，上缴税金7800
万元，安排就业1.35万人，其中贫困人口3000人。

下一步，绥宁木竹产业示范园区将按照规划
布局，进一步突出示范园区的产业特色，促进园区
专业化、发展低碳化、功能配套化、管理科学化，做
大做强林业产业品牌，促进全县经济发展。

绥宁木竹产业园区跻身“国字号”

邵阳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
员 刘武 实习生 邓雨晴） 8月1日，新邵经
开区公布了上半年工作“成绩单”。

机制体制改革稳步实施。经过前期大量卓有
成效的准备工作，新邵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迈出
了实质性步伐——3 月 15 日，召开了托管村（社
区）交接大会，酿溪镇和新田铺镇的 10 个村（社
区）由开发区托管，进一步理顺了开发区的体制机
制，有效凝聚了发展合力。

园区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上半年，新邵经开
区新增规模工业企业8家；园区工业总产值72.5
亿元，同比增长 15.6%；规模工业总产值 64.6 亿
元，同比增长9.1%；规模工业增加值12.4亿元，占
全县比例达75.2%；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2亿元，
增长6.4%；全面完成了各项工业指标。

湘商产业园建设方兴未艾。围绕湘中汇商东
谷产业园建设需要，新邵经开区全力为该产业园
建设营造和谐有序的发展环境。至6月底，东谷
大厦已完成21层主体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共开
工面积56万平方米，竣工面积47万平方米，签约
企业 86 家，投产企业 46 家。2018 年新增开工面
积7.5万平方米，新增竣工面积8.5万平方米，新增
签约企业12家，新增投产企业7家。

招商引资捷报频传。半年来，新邵经开区采
取招商“小分队”深入北上广深主动招商这一措
施，通过多途径、全方位的招商形式，突出重点，精
准招商。截至6月底，共引进项目17个，合同引资
4.2亿元，其中投资上亿元项目1个，投资5000万
元以上项目2个，投资上千万元项目14个。

投产企业稳步发展。区内企业在经济趋紧、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大环境下，保持了稳中有进
的良好态势。其中，科瑞生物完成产值2837.63万
元，出口 185.5 万美元；鸿宇发制品完成产值
21256万元，出口3190万美元。

新邵经开区
“期中成绩单” 亮点真不少

8月6日上午，邵东经开区和湖南省天宏药业
有限公司联合组织20余名党员和志愿者开展夏
日送清凉活动，为坚守保洁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
常用防暑降温药品等慰问品。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罗晓玲
申少言 程柳 摄影报道

8月3日，三一湖
汽生产线上，工人正
在组装车辆。近年
来，该公司突出产品
差异化，加大新产品
开发力度，积极开拓
国内外市场。目前，
三一搅拌车在国内绝
对市场占有率从20%
提高到 25%，国际市
场占有率同比增长
30%。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刘波 实习生 袁院
香 胡思思 摄影报道

8月7日，邵阳经济开发
区在蜂巢创客一楼大厅举办
创文知识抢答赛，这也是我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知识抢
答赛的第二场专场赛。此次
专场赛分两场举行，共有 8
支代表队参赛。经过激烈角
逐，湘中制药代表队和浏阳
村代表队分获冠军。赛后，经
开区还将组织两队选手进行
培训，参加全市的市民代表
队复赛。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李侦 实习生 胡
思思 袁院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