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为落实好“三高四新”战略，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湖

南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商务厅组织各市州政府和省直部门开

发了 2021年省级重点招商项目，经省政府审定，编印成《湖

南省 2021年重点招商项目册》。

项目开发突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紧跟宏观政策，二是

聚焦优势产业，三是突出自主创新，四是注重行业覆盖。2021
年共开发 450个省级重点招商项目，按项目类型分为“先进

制造、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自贸

试验区”六大类共 16个小类，总投资 1.4万亿元，单个项目

原则上不低于 10亿元。

本册现代农业、基础设施、自贸试验区项目共计 57个，

总投资 2414.71亿元。其中，现代农业项目共计 25个，投资

688.65亿元；基础设施项目共计 20个，分为交通能源、基础

设施建设等 2个类别，投资 1296.06亿元；自贸试验区项目共

计 12个，投资 430亿。

诚挚地欢迎国内外投资者来湖南考察项目、对接洽谈、

投资兴业，实现共贏发展。



本项目册在收集整理汇编过程中，得到了省政府办公厅

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各市州政府和省直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致谢！由于项目选编整理任务重，疏漏之处在所难

免，敬请批评指正。

本项目册电子版请在省发改委官方网站点击“湖南招商

云平台”下载。

（http://www.investhunan.com/investmentProject/index）

编 者

202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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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25 个）

中国油茶科创谷

一、项目建设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科技创新系列重

要论述，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促进油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支持地方特色经济产业发展，服务湖南创新型省份

建设，保障国家食用油安全，国家林草局与湖南省人民政府

决定依托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等单位共建“中国油茶科创谷”。

科创谷以建成全国领先、全球一流的油茶科技创新及产业服

务综合体为目标，依托全国油茶产业优势，充分发挥政府主

导、市场主体作用，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按照“局

省共建、多省合建、院校主建、企业参建”模式，一体化部

署，分区域建设，构建产学研融合发展，推进创新平台、科

技攻关、产业服务三大重点内容建设。

二、项目前期工作

国家林草局与湖南省人民政府签订局省共建协议，并为

科创谷揭牌。成立了建设领导小组，组建了专家委员会。目

前，《中国油茶科创谷规划（2020-2025年）》已通过专家评审，

并获得省政府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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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以湖南省林科院试验林场为核心区，布局“一室四

中心一园”，形成一条从油茶产业服务中心－岳麓山油茶种业

创新中心－国家林草局南方天敌繁育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省部共建木本油料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油茶科技

文化园－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技创新走廊。以湖

南、江西、广西 3个油茶核心发展区和其他 12个油茶发展区

为辐射区，在国家（省）油茶核心、重点县（市、区）布局

“多站多园多基地”。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规划总投资 38.25亿元（不含湖南省以外的项目投资

估算）。按建设内容分，创新平台建设 5.45亿元，科技攻关建

设 2亿元，人才团队建设 0.78亿元，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 22.12

亿元，产业服务体系建设 6.84亿元，其他经费投入 1.06亿元。

按建设区域分，核心区资金投入 13.03亿元（其中工程建设费

用约 10.05亿元、科研投入 2.98亿元），辐射区资金投入 25.22

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通过油茶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社

会就业、产业扶贫和生态功能价值提升，经济、社会、生态

综合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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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联系方式：刘红军 13617496633

邮 箱：dzb@hnlky.cn

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项目位于隆平高科技园人民东路和和平路交汇处以南，

是“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核心区的重点招商项目，由世

界 500强企业中信城市开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携手专业产业园区运营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将按照“产城融合、

宜居宜业”理念，建设长沙生物产业的“三中心一高地”。项

目地理位置优越，周边交通便捷，物流畅通，人民东路直达

国际空港，合平路直达浏阳河风光带，红旗路直达武广高铁，

规划建设中的地铁 6号线、8号线在此交汇，京珠高速公路、

武广高铁、107国道、319国道毗邻项目地域，区位优势得天

独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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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地块已经完成拆迁，园区和开发方已经签订合作协

议，准备土地挂牌工作。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净用地 614亩，其中一类工业用地约 543亩，商业

用地 18.7亩，住宅用地 52.3亩，总投资约 120亿元，总建筑

面积约 120万平方米。项目分三期开发，打造长沙生物产业

的“三中心一高地”，即：公共服务中心、成果转化中心、企

业孵化中心和人才聚集高地。重点发展生物种业、生物制造、

生物服务及现代服务业等产业。 项目采取规划、建设和运营

一体化开发模式，项目国有土地使用证下发后 8年内必须完

成项目全部建设，具体进度为：在取得建设用地国有土地使

用证 6个月内必须启动第一期开工建设；24个月内完成建筑

面积不少于 10万平方米；36个月内必须完成建筑面积不少于

40万平方米，且工业建筑面积不少于 25万平方米。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额 1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合作开发商根据地块区位、指标、项目定位等要素，进

行市场调研及盈利测算后，确定产业定位和建设内容进行高

强度综合开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园区给予相应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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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隆平高科技园管委会

联系方式：吴业华 13874955010 张才洪 13707498433

邮 箱：3494106@qq.com

地 址：长沙市芙蓉区雄天路 2号

亚太种业及跨境电商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已正式对外发布，指出

要坚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提升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打好种业翻身仗。农业现

代化，种子是基础。要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

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亚太种业开展新品研

发和种子销售业务，高产水稻单季产量可达 2000斤/亩，创新

了“企业+合作社+产量分成”模式，推进了区域乡村振兴建

设。项目利用亚太产业链的优势，开发仓储、冷链、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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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等产业，带动产业融合发展。截至 2020年 11月，中国

已与 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 201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随着湖南自贸区获批，长沙市出台支持贸易的政

策。一带一路跨境电商项目将建设港口交易集散地，构建内

陆港口高地，打造湖南自贸区飞地，水上“高速公路”可助

力自贸区的发展；建设总部经济、塑造升级转型标杆，同时

建立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中心，联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围绕

产业开展商业交流会议，开展高品质营销活动，共商共建共

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

二、项目前期工作

现已完成项目用地选址及产业规划方案，已形成请示报

区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同意项目准入。

三、项目建设内容

亚太种业项目拟开发新品种粮油作物研发、种子销售、

谷物储藏、加工与回购等产业；“一带一路”跨境电商项目将

与国家“一带一路”工委会合作，将俄罗斯萨哈林州的森林

资源以及白俄罗斯、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等国家的渔业、

农副产品资源，采取“基地直供+线上销售+海上运输”期货

销售模式，在铜官港口统一集散和销售，开展“一带一路”

沿线跨境电商业务，同时联动开发国际会展、国际商贸、总

部经济、科技研发等产业，打造综合型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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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建设投资

计划投资 20亿元，由湖南亚太中商农旅投资有限公司（水

投集团和亚太集团成立的合资公司）与一带一路工委会合作

开发，企业自筹资金。

五、项目效益分析

将利用科技资源优势，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研发、

生产、交易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籽种产业体系，发展成现代化

农业创新服务新中心。项目建设期为三年，三年内经营规模

预计可达到 30亿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亚太中商农旅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汪佳妮 15874248082

邮 箱：41044962＠qq.com

浏阳市绿色食品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浏阳市绿色食品产业园是浏阳市两型产业园产业布局的

主战场，园区区位优越，距浏阳城区 19公里，距黄花国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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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58公里，距长沙高铁站 78公里，大浏高速、湘赣 309省

道、浏东高等级公路穿园而过，凭借便捷的交通路网，可无

缝对接长三角和珠三角。园区位于浏阳市东部，总规划面积

21.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达 4平方公里，聚集了以盐津铺

子、德康、湘典、绝艺等为代表的企业 100余家，拥有中国

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 20个，省级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21家，是全省规模最大的食品产业园区、全国农产品加工示

范基地、国家农村创新创业园。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一期占地面积 300亩，目前，已完成征拆、土地报

批等前期工作，3个月即可将“不动产权证”办理至企业名下。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拟引进中央厨房“预制菜”、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休

闲食品以及食品配套等食品加工产业。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12亿元，由企业自筹。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将采取园区引导、企业经营的模式，其中园区地价

约 20万/亩，普通厂房建设费用约 800—1800元/平。项目的

建设带动就业、创造税收、提升居民的收入，助推浏阳健康

食品产业发展。项目预计五年内实现产值 10 亿元，税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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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浏阳市两型产业园

联系方式：唐 丹 15116219809

地 址：浏阳市古港镇浏东公路

长沙莲花漫谷文旅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岳麓区莲花镇位于湘江新区核心区，总面积 114平方公

里，是长沙市最大绿肺，有“莲花漫谷”之称。莲花镇先后

被评为长沙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镇、全区两型建设示

范镇、新农村建设示范镇、环境最美乡镇。莲花镇将以打造

“莲花漫谷、花香小镇”品牌，建设中国最美乡村为奋斗目

标，实施打造中国中部莲花花卉博览园，建设长沙近郊最大

的大花园、大果园、大后勤基地，串点连线打造现代农业产

业链。

二、项目前期工作

莲花镇经济平稳增长、环境精致美丽、民生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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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模式已经明晰。近年来先后引进了爱格花卉、圣峰

果园、蓝莓基地等都市农业项目。

三、项目建设内容

启动岳宁大道、黄桥大道、长芷高速辅路两厢综合提质

改造，打造岳宁大道十里花卉长廊。发挥长沙市示范性综合

实践基地品牌优势，打造没有围墙的自然大课堂。推动现代

都市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建设月亮湾民宿走廊，持续办

好“新春花会”等品牌节会，发展亲子游、研学游、农耕体

验、周末休闲等新业态，打造以都市近郊田园体验为特色的

旅游休闲区。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1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莲花漫谷项目深耕“一县一特“特色产业，推进科普游，

休闲游，亲子游，生态游等业态，大力扶持民宿品牌。持续

打造节庆活动，打造莲花乡村旅游新名片，是岳麓区传统农

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探索，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小

镇坚持一村一策，通过发展民宿经济，可全面实现集体经济

收入 20万元以下村（社区）“清零”。

六、项目合作方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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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莲花镇政府

联系方式：李建成 13607441827

中华茶祖文化产业园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茶陵是全国唯一以茶命名的行政县，千年国饮始于茶陵。

茶圣陆羽《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中华

茶祖炎帝神农氏在湖南茶陵的云阳山脉植五谷、尝百草、发

现茶叶，后“崩葬于茶乡之尾”。“中华茶祖节”是由联合国

粮农组织、中国茶界六大行业组织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在炎帝

陵祭中华茶祖大典上确立，已在湖南省举办了八届。项目的

实施既有助于光大茶祖文化，又为节会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助推地方茶叶产业发展。依托“千年国饮，始于茶陵”的茶

祖地位，借助中华茶祖文化产业园已成功举办“国际茶文化

研讨会”的契机，特建设本项目，拟引入全球茶产业相关生

产、经营企业及个体入驻。

二、项目前期工作

规划设计、建设用地已完成，流转部分已签订 50%的土

地流转合同；茶祖公园主体已完工，续建工程正在推进；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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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街基本完工；茶叶基地一期已投产，二期正在建设当中；

茶祖酒店及茶文化宫正在土地平整。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依托茶祖公园自然生态景观，以茶祖为文化背景，

结合有机茶的种植、加工，打造集体验、购物及茶文化旅游

为一体的现代化茶文化产业园，配套建设茶祖酒店，茶祖文

化宫、茶文化研究院和茶学院等。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估算总投资 3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将推动茶陵茶叶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茶叶年

销售额约 2亿元，文化旅游收入约 5000万元，通过土地流转、

茶叶种植、参与合作社、茶叶生产加工、建设务工等途径实

现增收脱贫。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茶陵县茶祖印象茶业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黄成植 13397333888

邮 箱：chazuyinxi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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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正邦现代循环农业生态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正邦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列中国企

业 500强第 238位，旗下有农牧、种植、金融、物流四大产

业集团。集团的饲料生产、生猪繁育与养殖、农药生产、兽

药生产、种鸭繁育均居全国前 10强。正邦集团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承担了多个“国家 863计划”重大项目，拥有雄厚

的科技创新能力。渌口区 2019年坚决落实“菜篮子”工程，

大力扶持生猪生产，全面落实最新的生猪养殖保险政策和对

养殖户及企业放贷、贴息等优惠政策。为更好推进现代农业

发展，推进循环农业绿色发展，充分利用正邦集团公司丰富

的农牧、资金和科技资源，强大的长株潭消费市场，拟引进

配套上下游企业，实施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加快渌口区农牧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二、项目前期工作

该公司已有成熟管理体系和基地模式，项目的前期调研

已完成，可行性论证报告正在编制；项目选址符合镇村总体

规划；渌口区将成立由分管农业副区长为组长，农业、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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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自然资源、环保等各职能局为成员的《渌口区正邦现

代生态循环农业项目》领导小组协调项目立项、环评、实施

农用地、林地、规划建设等工作。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计划投资 12亿用于流转农用设施用地 1500 亩，建

设内容包括各类猪舍、母猪繁殖场、生物有机肥加工厂等，

规划年出栏 60万头生猪。县经济开发区建设冷链物流、肉制

品加工和饲料加工厂等。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24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可增加产值近 50亿元，有效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人群增长。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张 令 1536711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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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天易湘莲精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湘潭有“中国湘莲之乡”的美称，2010年获中国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是历代皇室贡品，“寸三莲”驰名中外是莲中珍

品，湘莲被誉为中国南方“人参”。湘潭湘莲产量占全国的

65%，年成交额 1.5亿元左右，现有 4000多人从事湘莲的种

植、加工。湘莲含有十八种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性平、

味甘，具有降血压、健脾胃、安神固精、润肺、清心之效，

莲芯性味苦寒，有强心镇静、清热平火、除烦利尿之功能，

广泛用于食品和药品，湘莲系列深加工产品也在不断拓展延

伸。湘潭县成立了湘莲产业产、学、研科技创新联盟和联盟

专家委员会，构建了在全省领先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的科技支

撑体系，为推进全县以湘莲代表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项目能有效挖掘湘莲产业潜力，提升

湘莲品牌价值，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范围内道路建设已基本完成，给排水、电力、排污、

通讯、天然气等配套设施基本到位；项目已完成立项与环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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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拟选址湘潭天易经开区 107国道以西的农产品精深

加工物流园内，占地面积约 500亩，重点引进知名食品饮料

及生物科技企业投资建设湘莲及相关产品的精深加工生产

线，主要开发速冻鲜莲、莲子粉等产品，风味莲子饮料、即

食莲子食品，蛋白质、多糖、黄酮类物质等莲子提取物的研

发生产，开发莲心（叶）茶、莲心含片、莲子胚芽油等产品。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计划引进 15家以上企业入驻，全面建成投产后，预

计年产值可达 20亿元，年纳税达 2亿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湘潭天易经开区招商和商务局

联系方式：张 锦 18873274781 0731-57575799

邮 箱：13155264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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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县樟树港辣椒产业基地

一、项目建设背景

“樟树港辣椒”是湘阴县樟树镇农民通过数百年选育和

栽培的传统地方特色农品种，具有香、脆、甜等特征。该品

种果实辣味非常适合大众口味，前期微辣香甜，中期中辣香

脆，后期辣而有香，味纯不涩，椒香浓烈且明显高于其它品

种，清炒时皮肉不分离，清脆而柔软，味道十分鲜美。项目

拟依托樟树港地理环境优势与“樟树港辣椒”国家地理标志

的影响，以樟树港为核心区，以“农旅互融”为产业发展方

向，以“城乡一体化”为战略目标，打造辣椒产业特色基地。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已入《岳阳市城市整体规划（2008-2030）》、湘阴县

“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已完成项目规划设计。拟定项目

用地以出让和流转两种方式为主。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规划面积 12平方公里，依托樟树港辣椒基地和友

谊、文泾、荻兴村等主产区，主要开发辣椒采摘、科普、观

光、工艺盆栽、辣椒腌制作坊等。发展新兴业态、拓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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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价值链，树立湖南农业与旅游融合

发展的标杆。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 12.4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根据客源市场规模预测，项目正常运营后，近期年接待

游客规模达 40万人次/年，远期达 120万人次，项目投资回收

期约为 5-8年。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联系方式：苏 获 15773078762

中国（耒阳）油茶博览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耒阳市现有油茶林 120万亩，常年产茶油量 500万公斤，

油茶面积和年产油量均居全省之首，素有“湖南油海”之称。

耒阳市一直都很重视油茶，把油茶产业开发始终作为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致富山区群众的一项重大举措来抓。以油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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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工程建设为龙头，以培育高效示范基地为样板，推动了油

茶产业的全面发展。耒阳市先后 2次被湖南省林业厅评为“全

省油茶更新改造先进市”，1996年，被农业部、林业部、水利

部授予“全国粮援项目油茶工程项目先进单位”，2000年该市

国家林业局命名为“全国名特优经济林油茶之乡”。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已做好选址，立项审批、环评、生产和观赏基地的

租地、征地等前期手续和工作 。

三、项目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以下内容：1、项目种植生态环保油茶及良种油

茶 20000亩；2、油茶博览区油茶种植面积 300亩；3、新建

油茶博物馆建筑面积 6800平方米，新建油茶广场面积 40亩；

4、新建油茶养生保健中心、油茶国际医疗中心、油茶食疗馆、

油茶主题酒店建筑面积共 215000平方米；5、油脂加工厂建

筑面积 17000平方米；6、新建油茶养生小镇、油茶艺术小镇。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45亿元，其中油茶博览园 12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计算期内总成本为 372583万元，其中开发总成本

279483万元。经计算，本项目净利润总额 1085935万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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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神农国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谢文美 18711460006

常宁高山有机茶综合开发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常宁是湖南茶叶传统产区，是中国生态有机茶之乡，是

湖南省千亿产业十强县（市）、湖南省出口农产品（茶叶）质

量安全示范区，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先导区建

设。常宁茶叶主产区塔山瑶族乡入选国家示范农业产业强镇。

全市已建成高山有机茶园 8.19万亩。现有茶企 40余家，含省

级龙头企业 2家，市级龙头企业 9家。

二、项目前期工作

至 2019年 12月，园区已投入资金 8.77亿元，建设新茶

园 5.19万亩，老茶园改造 3.5万亩，建有旅游接待中心和休

闲农庄可投入使用。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建设新老茶园 1.5万亩，其中新茶园 1万亩，配

套建设灌溉沟渠 6万米、蓄水池 400个、灌溉设施 2000套、

新修机耕道 75公里等；扶持省级龙头企业 5个、市级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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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15个；新建加工厂 10个、引进生产线 30条；建设名优绿

茶冷库 3000立方米；建设茶叶批发市场、茶旅风景区、茶文

化产业园、瑶族文化广场各 1个；新建 20公里茶园景观道路；

新建茶旅休闲接待中心 5个等。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19.5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年收入近 4.5亿元、可安置约 10万人就业，

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常宁市茶叶办

联系方式：刘 星 13789380000

衡东盛和现代农业产业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湖南省既是全国的农产品主产区，同时也是农产品消费

大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已成为湖南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

大亮点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手段。衡东县是农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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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2019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74.94亿元，粮食产量实现十五

连增，高产创建和超级稻示范位居全市前列，继续保持“产

粮大县”称号。虽然发展条件优越，产业规模大，但是现代

农业发展的产业化、规模化、基地化的格局尚未形成，产业

结构不合理，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实施农业的升级改造，提

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已成为衡东现代农业发展的迫切

问题。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逐步完成了项目备案、环评、用地规划等批复工作，

已与区域内居民进行征地拆迁工作，完成征地 100亩，拆迁

房屋 3栋。完成机械整地 5000亩，完成 266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占地 12167.25亩，分为四大板块，即农业小镇综合

服务区、大甸谷休闲度假区、森林养心区、优质油茶、茶叶

种植区。其中农业小镇综合服务区 2214.45亩，大甸谷休闲度

假区 4490.7亩，森林养心区 1308.75亩，优质油茶、茶叶种

植区 5203.5亩。主要建设湖湘风情小镇、农副产品旅游购物

街、田园度假村、游客服务中心、水上乐园、千亩水果种植

园、千亩油菜花海。

四、项目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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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约 1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投入运营后，可提供 400个就业岗位，实现年均营

业收入 11714.38万元，每年可为国家提供税收 2220.55万元，

项目单位可实现年均税后净利润 4834.19万元，项目平均偿债

备付率 123.32%。项目的经济效益较好，有借款偿还能力。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盛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衡东县洣水镇

人民政府

联系方式：王允浩 18674716968

邮 箱：61588253@qq.com

郴州湘粤农特产品加工集聚区建设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近年来，临武县坚持把特色农业作为六大主导产业、百

亿产业之一来培育，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

不移走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食品化、市场化发展道路，

打造了临武鸭、临武柚、辣椒、香芋等一批优势农业特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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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2020年，品冠

食品、润志食品、欣荣天丽科技、厚正堂药业等广东 19家食

品企业成功落户临武县工业园。项目落户于临武县工业园区

内，充分利用临武县资源优势，围绕以舜华鸭业为龙头的食

品加工企业进一步形成集聚效应，打造湘粤食品加工产业集

聚区。项目正位于高速公路出入口片区，主要围绕食品产业

链上下游集中引进加工企业 30余家及其配套产业 20余家。

建成后将形成食品研发、食品加工、食品包装、食品仓储物

流等多个食品业态。

二、项目前期工作

目前，已有 12家意向投资区内企业。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规划用地约 5000亩，分三期开发建设，是集食品

生产研发、加工贸易、原辅材料、仓储物流、食品交易等为

一体的农产品加工百亿产业链。第一期合作开发用地 600亩，

第二期合作开发用地 1200亩，第三期合作开发用地 3200亩。

项目开发主要分为食品加工产业园和商住服务区两大块，同

时配套建设集中供热区及日处理量 2万吨污水处理厂、研发

中心、产品展览中心楼、人才公寓等配套设施。

四、项目建设投资

总投资 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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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1000亿元，税收 15亿

元，解决就业近万人。有效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促使工

业产业规模集群发展，稳定快速推进当地城市化进程。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合资、独资、其他。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临武县工业园

联系方式：唐夏菁 0735-6388207

郴州市北湖区农产品加工园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实现精准发展，促进乡村振

兴，郴州北湖区在农业区域布局上和产业集群等方面也下足

了功夫。在农产品生产方面，以西河沿线为主线发展花卉、

苗木、观赏类的特色养殖等特色产业以及休闲新业态，实现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以西河为中心的北湖田园综合

体；在农产品加工方面，今年将重点在华塘镇建设现代化农

业产业加工园，把全区乃至全市好的农产品加工区形成产业

集聚，打造农业产业洼地，实现孵化器的作用；在农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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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方面，成立了以区长为组长的促进农产品销售工作领导小

组，以‘互联网+农业’方式助推当地农产品区域品牌。 项目位

于北湖区华塘镇东北部，距郴州市中心城区约 12公里，距北

湖机场约 8公里，距郴州西站（高铁站）约 9公里，区域内

交通便利。项目将依托北湖区“湘江源”蔬菜产业集聚区的

农产品资源，及毗邻广东的地缘优势，打造一个以果蔬粮油

加工为主、兼顾畜禽水产加工的中南部地区农产品示范加工

基地、港澳大湾区优质食材供应基地。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已完成立项和论证规划等前期工作，启动园区征地

工作。目前，已有新好生猪屠宰加工项目等 4个项目入驻，

13个企业有意入驻。

三、项目建设内容

园区规划总面积约 4797 亩，计划投资 20亿元，分期进

行建设。其中，一期规划面积约 2700亩，主要建设畜禽屠宰

及加工区、粮油产品加工区、果蔬产品加工区、调味食品制

造区、冷链仓储物流区、综合服务区等 6个功能区。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园区建成后，将立足于湘南地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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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年营业收入过百亿、集聚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冷链物

流的产业链。有效推进郴州市农产品的品牌培育和打造，带

动全市第一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其他。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北湖区农业农村局

联系方式：陈荣茂 13549582392 0735-2167161

汉寿县甲鱼特色养殖及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汉寿甲鱼属于正宗的中华鳖，是特定地理、气候条件下形成

的优良品种，具有体薄片大、裙边宽而厚、腹内脂肪呈蛋黄色、

体质健壮、爬行灵活、免疫力强、生长速度快、成活率高等特点。

风味独特，肉质纯正，细嫩鲜美，富含硒元素，具有提高免疫力，

抗衰老，延年益寿、防癌、抗癌功能。2011年原国家质检总局

批准对“汉寿甲鱼”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全县共有水产养殖

面积 90万亩，其中龟鳖养殖面积 20万亩，年产龟鳖 3000吨，

甲鱼养殖户 10000多户，养殖、销售甲鱼的专业公司（专业合作

社）16家，从业人员 30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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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规划选址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用地 200亩，拟引进一批经验丰富、实力雄厚

的甲鱼养殖及精深加工企业对汉寿甲鱼的保种、提纯、育苗、

养殖、科研、加工、销售和管理，进一步提升汉寿县甲鱼品

牌知名度，打造高标准甲鱼特色养殖和加工基地。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100亿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汉寿县招商促进事务中心

联系方式：唐平恒 13908411616 0736-2888138

邮 箱：437843765@qq.com



现代农业

29

汉寿蔬菜种植加工基地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汉寿县是传统的蔬菜生产大县，素有“北寿光、南汉寿”

之美誉。2021平方公里沃土，坐拥西洞庭湖、沅澧二水的鱼

米之利，汉寿蔬菜从传统产业向现代生态蔬菜产业转变，除

了基础品类，大力引进名优特蔬菜新品种，从高标准入手，

2020年全县蔬菜种植基地有 21万亩，播种面积达 43万亩，

总产近 150万吨，产值达 18.5亿元，销往全国及东南亚国家

和地区。申报了以地理标志产品“汉寿玉臂藕”为代表的“三

品一标”产品近 50个；依托“华诚”、“汉美”、“鼎丰”、“惠

明”等龙头企业，精心打造“围堤湖”、“凤迎”、“龙阳华诚”、

“目平湖”、“思雅园”、“益百姓”等鲜菜和深加工品牌。汉

寿已形成“一圈两园三带”的产业发展大格局——即环西洞

庭水生蔬菜产业圈，围堤湖蔬菜主题公园、思雅园高科技展

示园，加工型蔬菜产业带、有机特色蔬菜产业带、外销出口

型蔬菜产业带。无论是基地建设规模、集约化生产程度、专

业合作组织水平，还是新技术推广普及率、信息化营销网络均

位居湖南省前列，汉寿一跃成为南方绿色蔬菜生产的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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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规划选址，举办了多届汉寿蔬菜文化节。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用地 300亩，重点招引一批现代化蔬菜种植及

精深加工企业。建设蔬菜配套建设农产品集散加工配送中心、

冷冻库及冷链配送车辆，搭建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集农产品

分拣、加工、冷链储存、中央厨房、冷链配送、终端销售等

的现代化农产品生产销售基地，打造汉寿蔬菜全产业链体系。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100亿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汉寿县招商促进事务中心

联系方式：唐平恒 13908411616 0736-2888138

邮 箱：4378437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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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市健康食品产业基地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津市风味食品历史悠久，近年来已初步形成糖果、果冻、

糕点、豆制品、卤腊制品、果蔬制品、调味品、牛肉米粉、

酒类饮品、保健品、药食同源食品等多类型、多品种的多元

化发展态势，一些特色产品成为省内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

中意糖果果冻、润农茶籽油、张老头牛肉干、津市米粉等产

品市场美誉度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津市市已拥有中国驰名

商标 3个、湖南省著名商标 16个、中华老字号产品 1个、原

产地地理标志产品 2个以及集体商标地理标志 1个。津市现

有食品企业 33家、中小型作坊 20余家，2019年，规模以上

健康食品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4亿元。依托“津市牛肉米

粉”、“津市藠果”品牌资源和湘西北传统食品产业优势，拟

重点开发和培育休闲食品、传统特色食品等，打造集食品加

工、现代物流、研发孵化、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健康食品产业

园。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项目可研报告编制、立项、规划选址。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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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配套完善。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选址在津市高新区，总规划用地约 2000亩，依托本

土食品企业，规划建设食品加工区、配套产业区、综合服务

区、研发孵化区、津市牛肉米粉产业基地 5个区块，引进健

康食品深加工、配套服务等企业，打造澧水流域健康食品产

业园。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35亿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津市市招商促进事务中心

联系方式：李晓明 13511154227 0736-4209735

桃源县天然富硒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一、项目建设背景

桃源全县 70%以上土地为富硒土壤。2017年首届中国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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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会在桃源县召开，被授予“中国富硒之乡”称号，拥有丰

富的天然富硒资源和雄厚的农业产业发展基础。2020年全县

已有 28个乡镇投入天然富硒产品开发，共建基地 58个，面

积达 48.1万亩，年产量达 15万吨左右，全年销售收入 40亿

元，利润 3亿元左右，被授予“湖南省富硒产业示范县”称

号。为打造全国最大的天然富硒农产品基地，大力发展天然

富硒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县委县政府拟重点建设天然富硒

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加快桃源乡村振兴发展步伐。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选址。园区路网等基础设施已配套完善，已出台

相关优惠政策。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选址桃源高新区漳江片区，规划用地约 500亩，总

建筑面积 21万平方米，建设生产、仓储物流、富硒产品交易

与电子商务、科研等四个中心。拟引进天然富硒柑橘加工生

产线、天然富硒保健品加工生产线、天然富硒茶叶深加工生

产线、天然富硒优质大米加工生产线、天然富硒产品批发市

场，配套建设天然富硒产品营销中心、天然富硒产品检测中

心、天然富硒产品研发中心、电商平台、金融服务配套。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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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15亿元，年税收 3500万

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其他。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桃源高新区管委会

联系方式：刘 敏 13875071178

祁阳现代农业产业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祁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东临湘江观音滩白水段、南接

泉南高速公路、西依冷水滩区边界、北连环城城南路，总面

积 40万亩，涵盖观音滩镇、茅竹镇、三口塘镇、白水镇、大

忠桥镇、涪溪街道办等 6个镇（办）75个村。其中核心区 9

个村，区域面积 6万亩；示范区 5个村，区域面积 3.7万亩；

推进区 19个村，区域面积 10万亩；辐射区 42个村，区域面

积 21万亩。发展水稻、油茶、蔬菜、果园、茶叶等农业项目，

提升产业水平，积极推动中心社区美丽乡村建设，打造村庄

建设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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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总体规划。

三、项目建设内容

共规划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功能区、优势特色种植功能区、

标准化规模养殖功能区、农产品加工和冷链物流功能区、生

态环境保护功能区和检测检疫及展示等六大功能区。高标准

打造集现代、休闲旅游、生态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园。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额 6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地改善当地交通条件，带动粮食、油

茶、果蔬等主导产业做大做强，并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业的发展。

六、项目合作方式

其他、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祁阳县农业农村局、祁阳县农村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詹国平 13974659699 周建军 1897469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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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油茶产业科技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道县是我国油茶主要产区，油茶林面积达到 54.6万亩，

永州第一，为全国油茶产业大县，全省油茶产业发展重点县。

道县县委、县政府充分认识到道县油茶资源的优势和广阔的

发展前景，已把油茶产业发展作为富民强县、振兴经济的重

要支柱产业来抓。为进一步推进道县油茶产业发展，带动山

地农民增收，促进国家粮油安全建设和富民强省战略实施，

将道县特色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做大做强油茶

产业，道县县委、县政府、道县林业局拟在审章塘乡、寿雁

镇、祥林铺镇等乡镇新建 20万亩高产油茶产业园。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初步完成基地建设规划，深加工、康养中心选址。

三、项目建设内容

（一）建设高产高效油茶林 20 万亩；（二）建设年产 5

万吨精炼茶油生产线及附属品等农产品仓储、加工配套设施；

（三）建设油茶生态旅游基地、湘源温泉生态康养中心。

四、项目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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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额 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正常年经营收入为 8000万元。

2、社会效益：（1）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繁荣；（2）增加

项目区就业机会，提高林农收入；（3）发展壮大林业产业。

3、生态效益：(1)提高森林覆盖率；（2）蓄水保肥；（3）

固碳效益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道县林业局

联系方式：卢先庆 13349661289

沅江市现代农业特色园区

一、项目建设背景

沅江市立足其区位、资源、服务体系及质量安全监管优

势，精准定位，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

念为指引，加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强“菜篮子”

工程建设，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重点按照提

质增效主导产业、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稳定提升加工物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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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思路，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效益优先，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二、项目前期工作

沅江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沅江市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2019-2025年）》。

三、项目建设内容

通过胭脂湖街道、琼湖街道、新湾镇、南嘴镇、南大膳

镇、泗湖山镇、黄茅洲镇、茶盘洲镇、四季红镇、阳罗洲镇、

草尾镇、共华镇等土地流转，结合各地特色农产品，依托现

状农业为基础，打造集种、养、加工、观光、休闲为一体的

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额 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预计年产值每个园区 6000万元、年利润 1000万元，预

计八年收回投资成本等。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沅江市农业局

联系方式：蔡飞明 1397368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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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创新现代农业示范区

一、项目建设背景

南县地处湘鄂两省边陲，系洞庭湖新淤之地，境内河湖

密布，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中

国好粮油”行动的国家示范县。有“南县中华鳖”“南县草龟”

“南县小龙虾”三个“国字号”农产品地理商标产品。南县

县委、县政府提出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统筹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思路，按照“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

围绕特色产业，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形成“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产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格局，着力发展创新现

代农业示范区。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确定项目选址，已基本完成该区域的交通、绿化等基

础设施建设，已基本明确该区域招商项目投资建设规模及类

型。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流转土地 1万亩，成立现代化蔬菜、花卉、养殖、

优质稻米生产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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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可实现综合年产值 2亿元以上，新增就业 200人。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南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联系方式：龚 娜 18890556000

邮 箱：365113802@qq.com

益阳田园综合体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以田园生产、田园生活、田园景观为核心组织要素，多

产业多功能有机结合的空间实体，其核心价值是满足人回归

乡土的需求，让城市人流、信息流、物质流真正做到返璞乡

村，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已完成初步选址及策划方案。

三、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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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拟选址宝林冲村，鱼形山水库西南侧。建设内容包

括萌宠乐园、东方玫瑰、东方花房、无它文创、餐饮、民宿；

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及高标准农田打造；做好关联业态招商，

引进高端民宿品牌、高端主题娱乐、大师工作室等，以形成

可运营的高端田园乡村旅游聚落。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额 1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力争打造成为国家级田园综合体，湖南省田园

综合体示范项目，以及益阳建设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样板项目。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益阳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方式：潘倩莹 18873700089

保靖县黄金茶产业综合开发

一、项目建设背景

保靖县黄金茶因“一两黄金一两茶”的历史传说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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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氨基酸含量达 7.47%，是一般绿茶品种的 2 倍，被评为

“中国最好的绿茶”，号称唯一可以喝的“文物”。 保靖全县

茶叶种植面积 9.2万亩，可采面积 6万亩，规划 2020年发展

到 20万亩，覆盖全县 12个乡镇 85个行政村。基于黄金茶的

独特优势，拟引进茶叶加工以及茶叶提取物相关企业，综合

开发茶旅结合新方式。

二、项目前期工作

完成可研批复及项目规划，项目符合国家武陵山片区产

业扶持和补贴政策。

三、项目建设内容

一是规划建设吕洞山茶旅结合项目，以夯吉村古苗寨和

传统苗族文化为源头，经黄金村古茶园、大岩村古茶园、国

茶村烧陶、古井和万亩茶园至吕洞村形成一条环形茶旅线；

二是以普戎镇糯梯村苏维埃红色政权遗址为核心连接到牙

吾、普戎万亩茶园、捧车河的红色茶旅圈；三是以迎风起点

经白云山搓比到客寨茶旅圈；四是吕洞山茶岭沿线的基础设

施计划建设 12米宽 40公里的二级路；五是引进茶叶龙头企

业、深加工企业，建设茶叶深加工、茶制品深加工生产线。

四、项目建设投资

1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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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计年可实现 3亿元以上的综合收益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保靖县茶叶产业开发办公室

联系方式：梁一鸣 18674332657

湘西富硒有机茶提取物精深加工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古丈县种茶始于东汉，距今已有 2000多年。古丈拥有茶

园 13.7 万亩，60%的村寨种植茶叶，70%的农业收入来自茶

叶，80%的农业人口从事茶产业工作。古丈茶分四大类，约

300个品种，名优茶类以古丈毛尖、狮口银牙、东方美人茶为

代表。古丈县被授予“中国茶文化之乡”，古丈毛尖被授予“中

华文化名茶”。古丈县茶叶总面积达到 19 万亩，先后建成 3

个万亩精品园、31个千亩标准园、228个百亩示范园，建立

茶叶专业村 65个，建成千亩茶叶标准示范园 10个、万亩茶

叶标准示范园 2 个。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示范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和“国家

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县”。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和

绿茶保健功能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市场上茶叶及绿茶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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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需求量明显增长。茶叶是古丈县传统特色产业，同时也

是农民脱贫致富与增加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是农村经济发

展和农业创收的拳头产品。项目将扩大优质茶生产、提高茶叶

品质、增加茶叶附加值，促进古丈茶叶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

二、项目前期工作

完成项目选址和招商方案。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拟新建绿茶提取物科研中心及茶多酚系列产品生产

用标准厂房 5万平方米，新建创新高纯度萃取法提取茶多酚

提取生产线 10条，引进茶叶保健品、茶叶护肤品、精细抹茶

粉、茶食品等生产线 10条。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1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80000万元，年利

润 16000万元，同时可提供就业岗位 2000个。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古丈县茶叶局

联系方式：刘洁琼 0743-4724860 1397434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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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交通能源（15 个）

G4京港澳高速耒阳大市-宜章（湘粤界）

段扩容工程

一、项目建设背景

G4京港澳高速耒阳大市-宜章（湘粤界）段扩容工程为国

家高速公路项目，路线呈南北走向，起于耒阳大市，止于宜

章小塘。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该路段车流量快速增

长，急需扩容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交通量需求。拟建项目位于

山岭重丘区，扩容难度大，将采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BIM

等新技术，积极推广智慧公路、品质工程的设计理念，力争

将本项目打造成湖南省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新世纪示范样板

工程。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工可报告已编制完成。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为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湖南境内的一段，起于耒阳

大市（京港澳高速与茶陵至常宁高速相交的大市枢纽），往南

经耒阳、宜章等县市区，止于宜章小塘（湖南与广东省界），

与京港澳高速公路粤北段相接，扩容高速公路约 144公里，



2021 重点招商项目手册

46

同步改造必要的互通式立交、连接线、交通工程和沿线设施。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218亿元（以发改委批复工可为准）。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良好的国民经济效益，能有效地带动当地资源

开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财务盈利能力。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联系方式：0731-89879149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一段 1号

桂东（湘赣界）-新田高速公路（桂东-桂阳段）

一、项目建设背景

桂东（湘赣界）-新田高速公路（桂东-桂阳段）为省级高

速公路项目。路线总体呈东西走向，在郴州桂阳县，东接武

深高速，西与许广国家高速公路相接。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工可报告已编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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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内容

路线起于郴州桂东（湘赣界），止于永州新田（桂东-桂

阳段），为省级高速公路项目，新建高速公路全长约 142公里，

同步建设必要的互通式立交、连接线、交通工程和沿线设施。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193亿元（以发改委批复工可为准）。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一定的国民经济效益，能有效地带动当地资源

开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联系方式：0731-89879149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一段 1号

溆浦至洞口高速公路

一、项目建设背景

溆浦至洞口高速公路为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一条展

望线。路线总体呈南北走向，项目起于溆浦县，顺接拟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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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至溆浦高速公路，往南经怀化溆浦、邵阳洞口等县市区，

止于洞口县大水乡，与洞新高速公路顺接。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工可报告正在编制。

三、项目建设内容

路线起于溆浦县，顺接拟建安化至溆浦高速公路，往南

经怀化溆浦、邵阳洞口等县市区，止于洞口县大水乡，与洞

新高速公路顺接。新建高速公路全长约 117公里，同步建设

必要的互通式立交、连接线、交通工程和沿线设施。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187亿元（以发改委批复工可为准）。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一定的国民经济效益，能有效地带动当地资源

开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联系方式：0731-89879149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一段 1号



基础设施

49

安化至溆浦高速公路

一、项目建设背景

安化至溆浦高速公路为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一条展

望线。项目起于益阳安化县马路口镇，顺接马安高速公路，

往南经益阳安化、怀化溆浦等县市区，止于溆浦县，与溆怀

高速公路相接。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工可报告正在编制。

三、项目建设内容

路线起于益阳安化县马路口镇，顺接马安高速公路，往

南经益阳安化、怀化溆浦等县市区，止于溆浦县，与溆怀高

速公路相接。新建高速公路全长约 73公里，同步建设必要的

互通式立交、连接线、交通工程和沿线设施。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117亿元（以发改委批复工可为准）。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一定的国民经济效益，能有效地带动当地资源

开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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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联系方式：0731-89879149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一段 1号

零陵至道县高速公路

一、项目建设背景

零陵至道县高速公路为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一条展

望线。路线总体呈南北走向，北接永州至零陵高速公路，南

接厦蓉和道县至贺州高速公路。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工可报告已编制完成。

三、项目建设内容

路线起于零陵区富家桥镇，终于道县鸟梨树，与厦蓉高

速相接。全线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起点至双牌互

通段设计时速 120km/h，路基宽 26.5m；双牌互通至终点段设

计时速 100km/h，路基宽 26m。同步建设必要的互通式立交、

连接线、交通工程和沿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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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116亿元（以发改委批复工可为准）。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一定的国民经济效益，能有效地带动当地资源

开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联系方式：0731-89879149

桂东（湘赣界）-新田高速公路（桂阳-新田段）

一、项目建设背景

桂东（湘赣界）-新田高速公路（桂阳-新田段）为省级高

速公路项目。路线总体呈东西走向，起于郴州桂阳县，接许

广高速，止于永州市宁远县境内，与二广高速公路相接。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工可报告正在编制。

三、项目建设内容

路线起于郴州桂东（湘赣界），止于永州新田（桂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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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段），新建高速公路全长约 57公里，同步建设必要的互通

式立交、连接线、交通工程和沿线设施。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95亿元（以发改委批复工可为准）。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一定的国民经济效益，能有效地带动当地资源

开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联系方式：0731-89879149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一段 1号

桂东（湘赣界）-新田高速公路（湘赣界-桂东段）

一、项目建设背景

湘赣两省共同推进建设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在综合

交通、现代农业、红色文旅、渌水治理等领域合作取得了实

质进展。示范区内大部分县市交通基础相对薄弱，首先要实

现两省间的交通连接。桂东（湘赣界）-新田高速公路（湘赣



基础设施

53

界-桂东段）为省级高速公路项目，路线总体呈东西走向，顺

接江西省规划的遂川至桂东高速公路。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工可报告正在编制。

三、项目建设内容

路线起于郴州桂东（湘赣界），止于永州新田，新建高速

公路约 26公里，同步建设必要的互通式立交、连接线、交通

工程和沿线设施。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38亿元（以发改委批复工可为准）。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一定的国民经济效益，能有效地带动当地资源

开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联系方式：0731-89879149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一段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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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0沪昆高速公路金鱼石（湘赣界）

至醴陵段扩容工程

一、项目建设背景

金鱼石（湘赣界）至醴陵高速公路为国家高速公路项目，

起点位于湘赣两省交界的金鱼石，终点与醴陵至娄底高速公

路扩容工程相接，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线（上海—昆明高

速公路）的一段，也是连接湘赣两省的一条省际通道。随着

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该路段车流量快速增长，急需扩容

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交通量需求。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工可报告已编制完成。

三、项目建设内容

路线起点位于湘赣两省交界的金鱼石，终点与醴陵至娄

底高速公路扩容工程相接，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线（上海

—昆明高速公路）的一段，也是连接湘赣两省的一条省际通

道。扩容高速公路约 7公里，同步改造必要的互通式立交、

交通工程和沿线设施。

四、项目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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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约 9亿元（以发改委批复工可为准）。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具有良好的国民经济效益，能有效地带动当地资源

开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财务盈利能力。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与项目办公室

联系方式：0731-89879149

地 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一段 1号

湘阴虞公港码头建设

一、项目建设背景

湘阴地处长株潭中心城市群与岳阳水运门户之间，是长

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总体规划确定的区域性港口和物流基

地。虞公港位于湘阴城北，上距湘江长沙航电枢纽约 59km，

下距城陵矶三江口约 87km，是“长株潭”城市群和湘江新区

经湘江、洞庭湖入长江通江达海最近且唯一常年基本满足

5000吨级通航的天然深水港码头（丰水期满足万吨级以上通

航），具有航道条件好、综合运输成本低、水水、水陆、水铁



2021 重点招商项目手册

56

综合联运等优势，岸线资源丰富，是全省地理条件最为优越，

不可多得的内河深水港口，也是连接长株潭城市群和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两大板块之间的关键水路，是湖南融入长江经济

带的一个战略节点。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已完成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地质勘探报告；

已列入总体规划，并报交通运输部审批，省交通厅明确支持

虞公港建设，将 13个泊位列入省十四五水运规划项目库。已

完成 3个多用途泊位工可，目前已启动 4个泊位工可修编。

初稿已基本完成。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建设港口物流和配套产业园。虞公港岸线资源

规划 1620 米，规划 12 个泊位，等级为 3000 吨级兼顾 5000

吨级，6个多功能泊位，6个散货泊位，1个水上保障系统泊

位。产业园规划总用地为 5平方公里。规划建设一个以制造

产业为依托，集大宗货物的件杂散货和集装箱的装卸、转运、

仓储、再包装、贴标、分拣、加工、组装、改装等物流产业

和产品展览销售等物流增值功能于一体，最终发展为涵盖物

流产业储备各个环节的综合物流港口。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建设总投资约 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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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特许经营，预计投资回收期 15年左右。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湘阴县交通运输局

联系方式：邵志高 13874055818

株洲风光储氢装备产业智造基地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随着储能成本的下降和氢能产业的发展成熟，储能、氢

能系统与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应用形

式，已经成为全球储能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据统计，

2020 年以来已有 6 个省份发布关于风光配储能相关政策文

件。中长期来看，随着新能源行业瓶颈的破解，我国将进入

新能源大幅替代化石能源阶段，未来将需要可再生能源与制

氢、储能等技术结合的应用方式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株洲具

备风电整机及零部件、光伏发电设备等良好的产业基础，比

如以中车株洲所风电整机、时代新材风电叶片和弹性元件、

株洲电机等，以及在风电叶片、超级电容器、光伏玻璃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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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材料与器件建有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行业调研工作。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用地 300亩，主要建设风光储氢装备生产线，促进

风电、储能、氢能、光伏、氢能产业融合发展。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拟投资 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经济效益逐步凸显，长期来看产值预计超 100亿，

促进产业升级，带动当地就业，并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株洲高新区招商合作局

联系方式：齐玥曌 0731-28665371 18711381112

邮 箱：xnyzbchanyeli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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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 ORC低温余热发电产业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余热发电属于国家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首的节能减排行

业。国内开展 ORC低温余热发电系统的研究单位较多，由于

技术扩散比较快，大多数相关科研院校都具有开展理论和实

验研究的能力，包括清华大学热科学与动力工程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等；另外，

我国 ORC 低温余热发电主要制造单位包括雪人股份（投资

OPCON）、汉钟精机银轮股份等多个公司。2011-2019年，我

国 ORC低温余热发电市场规模由约 24亿元增长至 81亿元。

轨道交通、航空产业作为株洲的标志产业，在内燃机、机车

动力、航空发动机有着雄厚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可以作为发

展 ORC低温余热发电产业基础。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行业市场调查。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占地 80亩，主要开发引进 ORC低温余热发电

产业化生产基地及研发机构，建设 ORC低温余热发电设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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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及研发中心。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6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预计年产值规模约 6亿年，年税收约 6000万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合作。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株洲高新区招商合作局（新能源装备产业链

办公室）

联系方式：吴 俊 18373399935 曾佳程 18173366070

邮 箱：xnyzbchanyelian@163.com

衡阳盐穴储气库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盐穴储气库的建造方法主要是通过利用水溶法采矿的工

艺技术，在地下岩盐矿层内溶成可用于储存天然气的巨大洞

穴，我国盐矿资源主要掌握在盐化工企业，盐穴储气库的建

设形成了一种“先采盐、后储气”的一体化的产业链模式，

由储气库专业公司负责按照储气标准进行采盐建库，盐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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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负责接收浓卤水制盐销售，实现双赢。根据《湖南省“十

三五”天然气发展规划》，2020 年湖南省天然气消费量达到

85亿立方米。湖南夏季炎热、冬季湿冷，存在较大的季节调

峰需求，2020年湖南省天然气调峰需求超过 3亿立方米。但

全省调峰储运设施薄弱，应急备用气源和季节调峰能力严重

不足。茶山坳-金甲岭地区地下是一个巨大的珍品岩盐宝库，

品质一流，储量高达 141亿吨。矿层平均厚度达 300余米，

含矿率高达 86%，氯化钠平均品位高达 46.62%。借鉴江苏、

山东等地利用盐穴进行储气项目成功经验，拟在衡阳建设盐

穴储气库项目。

二、项目前期工作

经中石油和湘衡盐化长达一年半时间的充分论证，完成

地表条件、天然气市场调研；完成盐矿老井溶腔声呐测试 1

口；完成盐矿新钻井 2口、声呐测腔井自然伽马测井 1口；

完成盐矿新钻井岩样组分分析 20块，岩石力学实验 27组、

蠕变实验 3组、突破压力试验 5 组。现已证实项目地段地质

构造优越，矿层稳定，岩盐开采留下的“盐穴”是优质的“储

罐”资源，非常适宜储存天然气，具有大容量、高安全、低

成本诸多优势。

三、项目建设内容

在金甲岭矿段或茶山坳矿段进行井组布置，开采盐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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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湘衡盐化现有开采后留下的“溶腔”（俗称“盐穴”）储

存天然气。一期计划部署水对接井组 18对（36口井），库容

规模 8.1亿～10.1亿 m3，工作气规模为 4.6亿～5.8亿 m3。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分期进行建设，其中一期投资 7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库容规模 8.1～10.1×108m3，工作气规模为 4.6～

5.8×108m3。储气量不仅能满足湖南缺口需求，还将辐射华南

地区市场需求。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吴冬冬 13575267175

邮 箱：1615724964@qq.com

永州零陵区何仙观水库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何仙观水库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境内湘江二级支流

贤水河上游，距零陵城区 35公里。该水库为中型水库，总库

mailto:161572496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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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6850万立方米，水库以灌溉为主，兼顾发电、旅游开发、

城市备用水源、农村人畜饮水安全。

二、项目前期工作

完成项目可研报告编制。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总库容 1.2 亿立方米的水库工程、渠首河床电

站、灌区工程等。水库工程枢纽包括粘土心墙土石坝（最大

坝高 63.7m、坝顶宽度 7m、坝长 222.1m）、溢洪道（2 孔、

宽 10m、高 10m）、右岸灌溉发电引水隧洞(长 1034.5m、洞径

3.3m)、导流放空洞（长 381.5m、洞径 4.5m)及渠首河床电站

（总装机 11.8 MW，多年平均发电量 3030kwh ）；灌区工程

渠系分总干渠 1 条（长 20.35km）、干渠 3条（长 92.9km）、

支渠 29条、渠系建筑物 75处（15467m），总灌溉面积 35.63

万亩。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达 3030 万度，灌溉耕地面积 35.63

万亩，新增耕地面积 1.54万亩，解决农村 2.32万人安全饮水，

还能有效带动旅游开发。经测算，该项目年投资收益率为

8.7%。

五、项目效益分析

效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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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永州市零陵区水利局

联系方式：李茂林 13517468009 13787600873

保靖县竹子坪生态水利枢纽工程

一、项目建设背景

酉水是沅水的最大支流，全长 477km，流域面积 18530k

㎡，其中湖南境内 9184k㎡。流域水力资源丰富，年平均流

量 371 立方/s。竹子坪坝址位于酉水干流保靖县城下游 8km

处，上距碗米坡水电站 26.5km，下距凤滩水电站 70.7km，控

制酉水流域面积 13477k㎡。项目以消除凤滩水库水位消落对

库尾的不利影响和改善保靖县城及以上河段水环境为主，兼

顾区域内的湿地保护、航运和发电功能。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总体规划、选址、可研。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进行新建枢纽工程建设及通航建筑物、酉水县

城段水生态修复等，总库容 0.48亿立方米，项目规划正常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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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 204m，正常蓄水位 204.0m，水库正常蓄水位相应库容

9630万立方，发电总装机容量 80MW，设计多年平均发电量

1.4亿 KW•h。航道为Ⅳ级，船闸设计通航吨位为 500t。永久

性水工建筑物按 3级设计，次要建筑物为 4级。根据《水利

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项目程闸坝设计洪水标准为

5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500年一遇，消能防冲洪水标准

为 30年一遇。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可实现年收入为 15000万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保靖县水利局

联系方式：宋光欣 13974386601

泸溪高新区生物质发电项目合作招商

一、项目建设背景

生物质发电是利用农作物秸秆、稻壳、林业废弃物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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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作为燃料产生电能的清洁能源。废物利用可以大大减少

当地对农林废弃物处理产生的环境污染，燃烧产生的灰渣所

形成的的有机肥料可用于改良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形成生

物质发电、制糖、制中成药等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循环经济产

业链，电厂工业污水综合处理达标后可在园区循环使用。因

此，生物质发电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朝阳产业，可为区域内的

生活社区、医院、酒店、学校及政务行政中心提供长期能源

配套服务。项目周边生物质能源材料充足，主要购置生物质

高温高压锅炉、气轮发电机组等发电设备，后期建设电厂配

套生活设施，并建设综合物流大市场，与泸溪武溪货运港联

运衔接，便捷高新产业园区大型货物运输。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前期进行了市场调研，正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分三期实施。第一期投资约 6.3 亿元，占地约 300

亩，投入 2台 150吨生物质高温高压锅炉，配套 2台抽气式 3

万千瓦的气轮发电机组，发电直接并网供园区需要企业使用，

产生的蒸汽可为单位及城镇居民生活供暖；二期投资约 7 亿

元，占地约 200亩，用于电厂配套生活设施开发，规划建设

总部办公楼及生活配套，结合园区发展规划推进产城融合；

三期投资 3亿元，占地约 300亩，建设国内物流专线、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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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仓储中心、大型停车场、信息交易平台、管理中心，致力

于打造多式联运水陆路枢纽平台。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计划总投资 13.3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年平均发电销售收入 3.5 亿元，总投资收益率为

14.68%，经济效益较好。项目形成生物质、电、工业循环经

济产业链后，将为当地增加税收约 3亿元左右，解决就业约

3000－4000人。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合作。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长江洞庭湖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赵 洁 1511619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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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5个）

醴陵东富工业园综合配套服务区建设

一、项目建设背景

醴陵经济开发区东富工业园区位于醴陵市主城区东南

部，地处湘赣边界，是 2012年获批的省级开发区，已纳入长

株潭“湘赣开放合作试验区”改革核心区。园区规划打造为

集玻璃产业、陶瓷建材产业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基地。园区已

引进 11家企业，产业基础初步形成。现拟建设园区综合配套

服务区，进一步提升为园区企业的服务水平，促进园区可持

续性健康发展。

二、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规划编制，建设区域土地手续已齐备。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70亩，建设与东富工业园配套的酒

店、办公、商业、餐饮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11.5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商业地产销售、商业服务设施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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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出让和物业租赁等，预计投资收益率 10%以上。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醴陵市滨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易智武 13974180222

邮 箱：718256431@qq.com

耒阳市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一、项目建设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

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湖

南省县以上城市污水治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工作方案

（2019-2021年）的通知》，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快

补齐城市供水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尽快实现供排一体

化，确保污水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二、项目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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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编制完成耒阳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并完

成规划选址、发改立项、环评可研批复，存量项目已完成资

产评估手续。2020年 8月 31日项目实施方案顺利通过省财政

厅入库审核，9月 29日财政部审核通过。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包括新建项目和存量项目两个部分：新建项目包括

白洋渡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渔波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环顺湖排污管网工程，铜锣州片区主截污干管建设项目，灶

市、水东江、蔡子池、五里牌片区雨污分流系统改造工程项

目，耒阳市第三自来水厂建设工程；存量项目是指白洋渡污

水处理厂经营权转让、梅桥污水处理厂截污干管工程（梅桥

至灶市四中段）。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22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回报机制总体为可行性缺口补助，其中自来水

厂的回报机制为财政可行性缺口补助，污水处理工程、水环

境综合治理工程的回报机制为政府付费。

六、项目合作方式

股产权转让、合作。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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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位：耒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方式：资 琳 17770992626

耒阳市经开区工业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随着耒阳经济开发区提升为省级开发区，大批工业企业

入驻、人口剧增，工业污染排放和生活污水也不断增加。污

水未经有效处理会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严重污染。耒水作

为主要水源地流经境内，水体水质的洁净程度直接影响到当

地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刻不容缓。

项目将加强园区周边水资源的保护，配套建设和提高园区的

污水处理能力，确保周围水体环境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以上

要求。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选址耒阳市哲桥镇哲桥村、樟树村，目前已完成可

研、立项、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耒

阳市自然资源局预审意见。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用地面积 1357.5亩，总建筑面积 6724平方米，主

要建设日处理 8万吨工业污水处理厂一座，污水管网 393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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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道路（富民东路 3360m、工业大道 3460m）以及绿化、

电力、亮化、给排水、消防等其它污水处理配套设施。污水

处理厂由粗格栅及提升泵房、细格栅渠、旋流沉砂池、水解

池、膜格栅、生化池及MBR膜池、臭氧接触池、尾水接触池、

巴氏计量槽、污泥浓缩池、贮泥池、污泥脱水间、鼓风机房

及变配电间、加氯加药间、液氧站、臭氧车间、机修、仓库

及车库、门卫、综合楼组成。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12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项目年均利润总额 5580.35万元，项目投资回

收期（含建设期）税后 Pt=10.27年，项目盈利能力较好，项

目抗风险能力较强，从经济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股产权转让。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耒阳市产业发展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陈 涛 1894200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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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湖南工程机械配套产业园建设

一、项目建设背景

2020年 9月，根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国家级长沙

经开区汨罗飞地园为基础设立湖南工程机械配套产业园。园

区已建成核心启动区 4.5平方公里，落户产业项目 44个，其

中汇杰重工、湘一机械、万鼎科技等工程机械产业链企业共

28家，主要服务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

等工程机械产业巨头。园区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高

四新”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优工强市发展路径，实现“打造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项目

的实施将有效改善长沙工程机械“主机强配套弱”、关键零部

件主要依靠外省及进口配套的困局，加快长沙打造世界级“工

程机械之都”的重要途径。园区将与长沙经开区形成更加紧

密的协同机制，共建共享，加速产业集聚，形成长沙工程机

械区域性产业链内循环，打造世界一流工程机械产业集群。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整体规划已经完成，园区用地正在报批，配套设施

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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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1000亩以上，按照专业园区标准，加

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做好生产、生活服务配套，重点产品

实验中心、新产品试制中心、维修中心，并建设一所学校，

形成产学研基地。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2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的建设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较

强的盈利能力。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独资、合资、其他。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工程机械配套产业园

联系方式：陈 敏 18216332456

湘西高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基础设施建设

一、项目建设背景

随着“州府新城、产业新城、产城融合”战略的实施，

大量企业入驻园区，湘西高新区 7.12万平方公里建成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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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猛，园区 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1亿元，核心区建设

区域工业用地紧缺。为搭建产业发展平台、承接沿海产业转

移、优化投资环境和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集聚升级，将构建

“一区多园”新发展格局，完善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市委市

政府决定在园区现有基础上建设湘西高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园。

二、项目前期工作

园区整体规划编制已完成，部分标准厂房已开工建设。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383121.48㎡（合 574.68亩），总建筑

面积 510182.37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标准厂房 50万

平方米，道路总长 15公里，配套综合管沟 15公里，铺设供

水、弱电、通讯、排污管道，配套 15公里供气管道。

四、项目建设投资

预计总投资约 18.26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年可实现营业均收入 28972.94 万

元，投资利税率 12.07%，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 12.88年(含建

设期)，盈亏平衡点 29.83%(平均值)。从测算结果来看，项目

财务评价指标较好，抗风险能力较好。

六、项目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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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合作。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湘西高新区管委会

联系方式：孔 颖 15274308199 0743-852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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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12 个）

长沙经开区中国—丹麦 ECO产业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欧盟向来以重视环保和绿色发展著称，在节能环保理念、

技术、材料等方面处于世界前列，中国与很多欧盟国家已进

行了富有成果的环保合作，中欧领导人决定建立高层对话机

制，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其中，“一带一路”北欧驿

站--丹麦是唯一与中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

在绿色能源、环保、医疗保健等新兴优势领域，与中国的新

兴产业发展要求形成契合与互补，合作前景广阔。长沙经开

区经过 28年的发展沉淀，逐步形成了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

件、电子信息、军民融合的“两主一特一融合”产业格局。

中国-丹麦 ECO 产业园将引入国际领先的绿色标准及理念，

根据共生经济圈、循环经济圈、生态经济圈与能源经济圈相

结合的理念，积极引进和培育一批包括丹麦在内的节能环保、

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

服务等绿色产业领域的国内外优秀企业，致力建设功能集成、

服务链完善、特色鲜明、生态优良的绿色产业园区、境外合

作园区、外商企业聚集区和高端产业集聚区。



2021 重点招商项目手册

78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已初步规划了用地，并邀请法国知名设计公司进行

产业规划设计。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拟规划用地 1000亩，将引入工业节能环保重大型企

业、总部经济企业等绿色产业领域的国内外优秀企业，建设

一个以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为主要内容的绿色产

业园，集聚节能环保相关上下游产业，致力打造绿色、生态、

环保的标杆园区，进一步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额约 5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将建设成绿色智造产业为主体，国际金融贸易中心、

无国界文化社区为两翼的经济生态共生体系。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系电话：余龙辉 0731－84020186

地 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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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高新区湘粤科技城综合开发

一、项目建设背景

湘粤科技城位于郴州高新区总体规划西南部，西临西河、

东临白露大道、北临郴州大道、南临后营大道。根据郴州市

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规划 5条城市主干道，3条城市

次干道，片区主要建设商住、金融、CBD、教育等功能区，

配套建设公园、游乐场及部分湿地公园景观带。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总规划约 330公顷，珠江桥片区及周边区域已完成

整体规划设计。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建设住宅、酒店式公寓、网红公寓、地标级写

字楼、国际品牌酒店、主题文化酒店、金融中心、购物中心、

文化商业街区、创意主题街区、酒吧娱乐街、品牌推广中心、

主题卖场、主题乐园、儿童教育娱乐中心、自助书店、影院、

全球美食餐厅、体育主题馆、真冰溜冰场等，建成片区交通

枢纽及商业中心，实现产城融合。

四、项目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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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计总投资 50亿元以上。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全部建成建成后，预计可实现 GDP达 300亿元，税

收过 20亿元，安排和带动劳动力就业 4万人以上。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联系方式：邓忠涛 13487894480

郴州自由贸易试验区智能制造产业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装备制造产业是郴州高新区的主导产业之一，园区已聚

集了郴州粮油机械、农夫机电等一批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在

矿山机械和筑路机械等领域具备一定的产业优势。2020年园

区装备制造工业增加值 2亿元以上，年增幅 18%以上。入园

企业在《进一步促进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含郴州综合

保税区）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办法》基础上享受特别政策优

惠和综合保税优惠。

二、项目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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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规划面积 1000亩，道路、高压配电、管网及配套设

施已完成，已具备土地招拍挂程序。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建设智能制造标准厂房，重点招引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智能制造产业生产和研发企业。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3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00亿元以上，其中外

贸进出口额 50亿美元及以上。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联系方式：莫花李 18973579966

郴州高新区加工贸易升级示范中心

一、项目建设背景

郴州综合保税区位于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规划

面积 1.06平方公里，是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郴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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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核心区域，具有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完备的基础配套、

完善的开放平台以及优良的营商环境。近年来，郴州综保区

已陆续入驻台达电子、韩电智能、稻木科技、津地本电子、

湘晨飞机、捷仕达航空、晟辉光电等企业，保税加工制造产

业基础基本形成。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位于兴达路以东、东河路以西、郴州大道以北，示

范区总用地面积 410亩，拟建筑面积 50万平方米，现已建成

3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以及配套建设道路、水电及绿化等工

程。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410亩，建筑面积 50万平方米，配套

建设道路、水电及绿化等工程。拟依托台达电子等产业基础，

重点引进电子功能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加工贸易制造企业，重

点发展智能电子终端整机产业，形成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打

造郴州综保区加工贸易升级示范中心。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15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加贸进出口总额约 15亿

美元，安排和带动劳动力就业 50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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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郴州综合保税区管理局

联系方式：谭 娇 0735-2659663

邮 箱：594347164@qq.com

郴州高新区仓储物流园建设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郴州地处湖南南大门，境内京广铁路和武广高铁及京珠、

二广、厦蓉等多条高速穿境而过，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

捷的交通。项目拟以郴州现有的有色金属新材料、电子信息

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宝玉石产业等为基础，以便捷的航

空、铁运、公路交通为依托，以现代物流和货物分拨为主导、

以平台查验和保税物流功能为核心、集进出口贸易、货物分

拨中心、保税仓储、平台查验、国际商贸等功能为一体，建

设湖南省大型现代商贸物流仓储中心。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已完成前期概念性规划，土地一期完成征地拆迁，

土地报批在积极推进，可保证项目的分期开发进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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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规划 1800亩，建设“一心六区”，其中：一心即

公共平台中心；六区即北面综合物流片区、中部化妆品分拨

片区和贸易仓储片区、西面休闲游乐片区、东面生活配套片

区和南面国际商贸片区。项目一期 500亩正在建设中，二期

1300亩正对外招商。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10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园区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过 100

亿元，税收过 10亿元，安排和带动劳动力就业 3万人以上。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联系方式：邓忠涛 13487894480

邮 箱：4473149@.com

地 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郴州高新区管

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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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高新区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郴州历史文化悠久，自古是人们祈祷、祈寿的风水宝地，

被誉为“天下第十八福地”。郴州矿物质丰富，是“中国有色

金属之乡”“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中国银都”“微晶石墨之

乡”，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境内已

有资源 7大类 70多种，有色金属是园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

规划面积 5.7平方公里。目前，已引进上海珞诚稀贵金属、嘉

汇白银、金贵银业等有色金属加工企业。2020年园区有色金

属产业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116.3亿元，占园区规模工业总产

值的 35.04%；实现行业税收 11212.76万元，占规模以上工业

税收 41.58%。按照省委“北石化、南有色”的战略布局，实

施郴州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符合产业规划方向。

二、项目前期工作

园区与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多个高校建立了产学

研合作关系，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等国家级平台 2家，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平台 18家，目前，钨、铋、钼、铅、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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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白银、钯、铑、镓等生产企业近 60家。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工业用地 500亩以上，位于塘溪大道以西，郴

州大道以南区域，交通便利。主要建设以钨、铋、钼、铅、

锌以及白银、钯、铑、镓等生产型企业为主体的有色金属新

材料产业园。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1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根据目前有色金属原料供应优势，预计年产值 100亿元

以上，税收 3亿元以上。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联系方式：罗朝龙 18907353535

邮 箱：20865236@.com

地 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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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城陵矶新港区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城陵矶新港已建成 5000吨级滚装码头，老港码头汽车滚

装吞吐能力 3万台以上。园区湖南建工临港国际汽车城是一

座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管理规范的一站式汽车

综合服务专业市场。新港区引进了恒大新能源、哈工大、新

永利、龙森源等制造企业，产能初具规模，具备较为雄厚的

产业基础。项目临近长沙、武汉汽车制造基地，拥有汽车整

车及零部件进口口岸，项目借助港区产业基础和港口交通优

势，配套自贸区政策一起形成合力，推动新能源汽车配套产

业在新港区的发展壮大。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完成了初步选址，正在启动土地报批。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面积约 5000余亩，招引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生

产和研发企业，打造集新能源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研发、

物流、商贸服务为一体的国际化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

四、项目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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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约 7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带动技术研发、零部件及配件配套产业和基础设施

建设，间接延伸金融保险、贸易、物流等配套服务。预计年

产值 300亿，投资回收期 5-8年。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方式：李德君 18274111144

邮 箱：43238654@qq.com

岳阳城陵矶新港区电子信息产业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岳阳城陵矶新港区新金宝 2018 年开工建设的年产 1300

万台喷墨打印机项目和 2020年新金宝代工华等项目均已正式

投产，相关配套企业进驻顺利。为快速形成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依托园区现有的电子产业基础以及便利的水陆运输条件，

配套自贸区政策扶持，拟重点发展 3D打印机、机器人等生产

和研发产业，构建电子信息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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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通过可行性论证，完成了初步选址，正在启动土地

报批。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300亩，建设专用材料与电子元器件、

电子信息配套设备与产品、终端设备与产品三大板块，重点

招引电子信息上下游企业入驻。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4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预计年销售收入 200亿元，按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

5%估算，年均利润为 10亿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方式：李德君 18274111144

邮 箱：4323865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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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城陵矶新港区商业综合体项目

一、项目建设背景

城陵矶新港区秉承“港、产、城”一体化理念，旨在通

过建设大港口、促进大物流、带动纵深腹地大发展，是湖南

开放崛起“桥头堡”、创新引领“最前沿”、湖南长江经济带

建设的主阵地，是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近年来，新港区

按照“以港兴业、以业强区、以区拓城”的发展战略，开发

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以新金宝、华为为代表的一批 500强

企业、央企和上市公司纷纷投资新港区，产业工人与辖区居

民已近十万人。随着招商引资的高效推进及前期项目的不断

投产，未来产业工人与辖区居民规模会快速上升。岳阳作为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

的文化旅游资源，周边县市全域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为未来

岳阳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城陵矶港作为长江邮轮

的重要停靠点，对综合服务配套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为满足

区内产业配套功能、留住产业人才，项目发展新港区是产城

融合的必然选择。

二、项目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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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纳入新港区总体规划，目前正进行项目可行性研

究。项目所需用地预留充裕，交通、水、电、气、蒸汽及相

关管网配套完备。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规划面积约 300亩，建筑面积不低于 15万平方米。

以商业综合体为核心，建设星级度假酒店、大型海洋主题乐

园、室内自然展览馆，打造集购物、旅游、艺术、娱乐、餐

饮等功能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项目。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3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实现社会零售总额约 20

亿元，直接带动就业约 5000人。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方式：朱红飞 13618401514

邮 箱：2009smileforeve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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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城陵矶新港区物流装备产业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现代物流装备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制造领域均有应用，伴

随国内新经济的发展，物流装备在冷链、医药、电商、快递、

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行业会保持较快增长。城陵矶新港区

成功获得全省首批示范物流园区，特别是港口物流，是城陵

矶物流业发展的特色和优势。城陵矶港口连续多年集装箱吞

吐量突破 50万标箱，2020年货物吞吐量 1268万吨，进口平

行汽车 5000台。新港区现有 5个与物流高新技术相关的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拥有天元电子、国信军创、湖南中科电气等

物流高新技术关联企业。项目依托自贸区政策和契机，是城

陵矶新港区打造成物流全方位强区、发展大物流的重要途径。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开展了前期论证，已纳入新港区产业发展规划。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规划用地 900亩，规划布局为科研办公区、加工

制造区、智慧物流仓储区及配套服务区等，主要建设智慧仓

储设备、智慧运输设备、智慧识别系统及分拣系统、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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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系统、工业无人机、智慧装备部件六大产业园区。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15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90亿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方式：李德君 18274111144

邮 箱：43238654@qq.com

岳阳城陵矶新港区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

一、项目建设背景

我国正处于工业技术升级的工业化中后期、技术装备更

新换代的高峰期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项目将以创

新型科技园区为核心，酝酿国内外技术领先、具有较强核心

竞争力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形成国内一流的智能制造产品

生产、研发、创新基地，把城陵矶新港区发展成为湖南开放

崛起“桥头堡”。港区水电八局机电设备制造、高澜纯水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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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及控制系统制造、运想重工高空作业机械制造、新永利

工程特种车生产、钟鼎热工节能环保装备等项目已进驻城陵

矶新港区并顺利运行。项目园区配套设施齐全，高端智能制

造已有较好产业基础。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选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区域交通运输便

利，可利用公用工程设施，水、电、汽等配套完善。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总占地约 150亩，总建筑面积约 9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机器人、智能仪器仪表、伺服控制系统、高档数控机床、

高性能液压件等 5个生产基地，引进相关生产和研发企业。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约 10亿元。

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投产将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年产值超过 27 亿元，贡

献利税 1000万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方式：李德君 18274111144

邮 箱：43238654@qq.com

mailto:4323865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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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城陵矶综保区进口商品综合展销中心

一、项目建设背景

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于2014年7月5日获国务院批复，

规划面积 2.98平方公里，一期建设 1.28平方公里，2016年 8

月正式封关运营，是集国际贸易、高端服务、仓储物流于一

体的新型综合保税区。2020年获批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项目。依托强有力的区域优惠政策，建设综保区进口商

品综合展销中心，汇聚全球特色产品，为岳阳市民提供家门

口的全球优质产品。

二、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规划编制已经完成，项目周边配套成熟。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包含建设岳阳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国际轻奢品展示

中心、特色国家馆，国际文化体验中心，以情景式产品推广

模式运营，前期主要以进口商品及文化、情景体验、亲子互

动等为主力，后期以跨境电商体验中心运营模式为主。

四、项目建设投资

项目总投资 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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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效益分析

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平均年经营收入 4亿元。

六、项目合作方式

合作、合资。

七、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

联系方式：张 平 18390123026

邮 箱：74284461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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