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甸區借力工業倍增計劃，大力招
商引進，全力構建工業發展平台，着力
優化投資環境，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
今年1—4月，全區完成規模以上工業總
產值160.6億元，增長42.3%；完成增加
值 48.7 億元，增長 35%；完成工業固定
資產投資30.3億元，增長102.9%，工業
經濟實現了 「開門紅」。

強筋壯骨
打造新型工業化發展平台

「過年經過這裡，還是一片村灣，
才不到 3 個月時間，變成一片平整的建
設用地，速度太快了！」4月18日，一
位參加蔡甸區街鄉鎮（園區）工作會議
的區人大代表，在參觀常福工業示範園
區時感嘆： 「一天一個樣，蔡甸區發展
讓人振奮。」

工業化是城市化的鋼筋鐵骨，沒有
工業化就沒有城市化。在實施工業倍增
計劃過程中，蔡甸區重點加快常福工業
示範園建設，重點打造汽車及零部件、
電子及顯示器、工程機械和鋼結構、環
保新能源等產業，到2015年，全區工業
總產值達到 1200 億元，力爭完成 1500
億元，年均增長35%—41%。

引鳳先築巢。園區是重點工業項目
建設的載體和平台。今年重點加快常福
工業示範園基礎設施建設，示範園規劃
面積 60.59 平方公里，其中啟動區面積
15.5 平方公里，今年計劃投資 43.85 億
元，強力推進常福工業示範園區基礎設
施建設。5月底以前已基本完成10平方
公里 「七通一平」建設任務。

高高的塔吊，隆隆的推
土機聲，工業園區到處
都是建設的場面。緊
鄰蔡甸城關的姚家山
工業園區內規劃全
長 4.695 公里、計
劃投資 2.4 億元的
琴川大道蔡甸什湖
段工程是武漢市重點
工程，自今年 2 月啟動
以來，各項工作快速推
進，設計、施工和監理招投標
工作均已完成，中標單位已進駐施工場
地。

引鳳築巢
突出抓好招商引資工作

4 月 11 日，湖北省政協組團調研常
福新型工業示範園，觀看了梟龍汽車技
術有限公司 「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和自

有品牌的 「梟龍系列」越野汽車的越野
表演，希望這一新型且極具活力的民營
汽車製造企業向年產 1 萬輛越野汽車目
標奮進。

在蔡甸區三大新型工業園區，冠捷
電子、佛吉亞、世茂、拜爾斯道夫日化
等世界 500 強，中建集團、中核集團、
武橋重工等大型國有企業以及梟龍汽
車、深鴻潤等有實力民營企業在蔡甸區
搶灘登陸，投資興業，成為蔡甸區借力
推進新型工業的關鍵。

如果說舉全區之力大力加快工業園
區基礎設施建設是築巢引鳳，那麼以商
引商，則是引鳳築巢。3月22日，蔡甸
區常福工業園內，億和精密工業控股公
司武漢基地奠基。億和公司董事長張杰
自掏腰包60萬元，以邀請參加奠基儀式
名義，請來 120 名粵港企業家來蔡甸區
參觀考察。

去年年底，蔡甸區在北京、廣州、
深圳、上海、蘇州等全國 5 個城市設立
招商聯絡處，採用 「以商招商」推進
「工業倍增」。

大項目是經濟發展的支撐和引擎。
蔡甸區堅持 「大招商、招大商」，通過
招商引資培植發展後勁。近兩年來，區
四大家班子成員，特別是黨政一把手都
始終工作在招商引資的第一線，每月帶
隊外出招商引資。今年招商引資繼續保
持良好勢頭，世界工程機械行業第 7 位
的徐工集團順利落戶，建設華中地區一
流的工程機械產業園。4 月 7 日，該區
與12個項目舉行了集中簽約儀式，項目
總投資30億元，佛吉亞、普洛斯等項目
正式落戶蔡甸，其中世界 500 強企業佛
吉亞投資 4 億元，建設集研發、汽車座
椅總成於一體的中部產業基地。

甘當保姆
打造一流服務環境

引得進，留得住，關鍵是要讓企業
有錢賺，能發展。蔡甸區堅持親商重
商，甘當保姆，打造一流投資環境，服
務企業發展。今年年初，區委、區政府

首次以一號文件出台了《關於進
一步加大對工業企業服務

支持力度的實施意見》
和《關於進一步加強
工業招商引資工作
的實施意見》，制
定了46條服務企業
的優惠政策和 20 條
招 商 引 資 獎 勵 政

策。健全了區領導聯
繫重點項目制度。全力

推行了全程代辦制度。對工
業項目落地相關費用實行了 「零收

費」。這一系列政策、制度、舉措，極
大地加快了工業項目建設速度。東風汽
車零部件、中建裝飾、中建鋼構、瑞明
控股、億和控股等幾個投資過10億元的
項目全都開工建設。深鴻潤、歐瑪門
業、泓淋科技、必大科技等項目正在抓
緊施工。銀泰新能源產業基地、龍原泵
業、武邦電子等項目已正式建設達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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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蔡甸 幸福蓮城
發源於中國秦嶺南麓的漢水，穿越

三千里雲和月，在大武漢與長江交匯。
然後，兩江合一，萬里向海。

知音故里，武漢蔡甸，正處於這世
界第三大河流長江和她最大的支流漢江
交匯的兩江之地。作為一座悄然崛起的
新興城市，她是中國長江經濟走廊和武
漢城市圈的一顆璀璨明星。

武漢市一城兩江三鎮，蔡甸區屬於
三鎮之一的漢陽，前身為漢陽縣。版圖
面積1093.57平方公里，總人口50萬。

境 內 群 山 起 伏 ， 森 林 覆 蓋 率 達
23.5%，其中江漢平原第一峰九真山和
歸元寺舊地嵩陽山為國家級森林公園，
有兩千餘種植物，林木茂密，鬱鬱葱
葱。

境內江河湖泊交錯，水陸相間。54
平方公里的後官湖水系，景點密布，是
武漢地區旅遊休閒度假勝地；沉湖，為

省級濕地自然保護區，魚肥水美，百鳥
鳴棲；聞名遐邇的蓮花湖穿布城關，形
成 「三面荷花一面柳，滿城春光半城
湖」的亮麗風貌。

蔡甸區人文底蘊豐厚，是楚文化的
發源地之一。春秋時期，生長在蔡甸馬
鞍山的楚隱士鍾子期，與晉大夫俞伯牙
「高山流水結知音」，知音故里成為蔡

甸別稱。
改革開放30多年來，蔡甸區與祖國

同呼吸，共命運；同發展，共進步，經
濟騰飛，社會巨變，政通人和，一派清
明。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
紅」。宋代詩人楊萬里的詩句既是蔡甸
區作為蓮花水鄉自然風景的真實寫照，
更是蔡甸區百姓幸福生活 「別樣紅」的
貼切象徵。

高山流水紫荊花香
香港因香江而名，蔡甸區因長江和

漢江而生；香港為東方之珠、紫荊花
都，蔡甸區為知音故里、蓮花水鄉，兩
地傍水生，兩地香滿地。

《大公報》一百一十歲華誕盛典，
我們衷心祝願香港的明天會更好！同
時，我們也熱切希望香港同胞到蔡甸區
投資興業。

蔡甸，是華中重鎮武漢市的西大
門。這裡，高聳着江漢平原第一峰——
九真山；這裡，流淌着世界第
三大河流長江和她最大
的支流漢江。

這 裡 文 化 底 蘊
深厚，山水資源富
饒 ， 區 位 優 勢 明
顯 ， 交 通 網 絡 便
捷。這裡是創業的
樂土、夢想的搖籃、
成長的機遇。

這裡正在全力建設靈秀
的文化之城、生態的山水之城、文明的
產業之城、幸福的宜居之城。

文化塑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
魂。蔡甸區作為知音故里，是楚文化發
源地之一，人文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
厚；作為新四軍抗日根據地和重要戰
場，紅色文化資源豐富；在改革開放30
多年中，蔡甸人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鍛造
了敢為人先，勇立潮頭的蔡甸精神。蔡
甸區把這些寶貴的文化資源作為文化傳
統，通過繼承和弘揚，融入城市發展之
中，鑄就城市之魂，把蔡甸區打造成一
座靈秀的文化之城。

生態優先。長江漢江兩江相夾，山
川風光秀美，湖泊星羅棋布。豐富的山

水資源是未來城市發展之本，更是未來
城市魅力之源。蔡甸區堅持走可持續發
展之路，通過科學規劃，依法保護，合
理開發，正努力打造一座生態的山水之
城。

工業立區。工業化是城市化之母，
沒有充分的工業化，就沒有完美的城市
化。蔡甸區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依
託常福千億元工業示範園區和四大支柱
產業，實現經濟的充分發展、城市功能

的充分完善、城市居民的充分
就業和城市社會事業的

充分進步，把蔡甸區
打造成文明的產業
之城。

幸福為本。依託
得 「中」獨厚的區

位優勢，依託歷史
文 化 和 山 水 資 源 優

勢，大力發展健康休閒
等第三產業，在服務城市和

服務農村的 「雙服務」中突出發展現代
服務業，亦城亦鄉，宜居宜商，把蔡甸
區打造成幸福的宜居之城。

好山好水，宜居宜商。改革開放以
來，李嘉誠等眾多香港企業家到蔡甸投
資發展，他們以良好發展業績，見證了
蔡甸投資環境的不斷提升和創優。引得
進，留得住，關鍵是要讓企業有錢賺，
能發展。蔡甸區將堅持親商重商，甘當
保姆，努力打造一流投資環境，服務企
業發展。

蔡甸有約：執子之手，共創美好。
中共蔡甸區委書記 謝宗孝
蔡甸區人民政府區長 彭巧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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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工業倍增計劃
加快新型工業發展

2012年6月13-16日，湖北省武漢市蔡甸區人民政府區長彭巧
娣女士率團赴港招商。定於6月14日上午10:30—12:00在香港海景
嘉福酒店1樓瀚林廳（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70號）舉行 「武漢蔡
甸·香港企業家招商懇談會」 。歡迎海內外企業家蒞臨！

聯繫人：周先生 手機：13971032000

知音故里蔡甸區知音亭

蔡甸區位交通圖

魅力蔡甸

武橋重工

冠捷電子車間一角

正在建設中的蔡甸工業示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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