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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获批到建成投产，前后历时
仅 8 个月，创造出全县称叹的“美瑛速
度”；9 家企业荣获“韶关市 2018 年度优
秀纳税大户”称号；新盟食品、迪殷食品
签约并顺利落地；旺洋金属制品、大风门
旅游度假村、金丰达增资扩产……一个
个项目在新丰县先后落地、开工，并实现
快速发展，都与当地全力打造的营商环
境息息相关。

经济要发展，环境是关键，良好的营
商环境是一个地方发展的软实力、竞争
力和内生动力。近年来，新丰紧扣“融珠
先行”发展定位，坚持生态富民立县战
略，注重选好商、招好商，实现质量招商，
同时不断优化服务效能，提升城市软实
力，增强了客商的认可度和投资信心，实
现了互动双赢。

贴心服务 使企业轻装上阵

“从签约到投产这半年多的时间里，
县相关职能部门一直坚持派驻工作人员
和我们在一起现场办公，无论多晚、是否
周末，只要我们不休息，他们也不放假，
所有问题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看
着眼前热火朝天的生产线，新丰美瑛新
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林森华感叹
道，在新丰，他看到了服务型政府该有的
模样。

新形势下，县域发展竞争更多是“服
务”的比拼。新丰县在招商工作中，主动
强化“主动服务”意识，注重对企业“事
前、事中、事后”服务，为企业提供精准服
务，让企业引得进来、留得下来、发展壮
大起来。而为了给企业提供更为专业的
服务，该县在全市率先成立新丰县招商
（企业）服务中心，为解决市场主体和企
业、客商所反映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
悬利剑，动真格。

“我们对落户的招商引资项目，从立
项、建设到投产全程提供代办服务，切实
解决企业对审批程序不熟悉、对审批环
节不了解的问题，同时，建立县、分管领
导、部门三级问题调度机制，强化对企业
落户过程中问题调度。”新丰县招商（企
业）服务中心主任陈俊尧告诉记者，除了
以上做法，县政府还建立了每月 1 次的工
作推进问题综合调度机制，对需县政府
解决的问题进行综合调度，以“派单”形
式下发各职能部门落实解决，真正形成
全县上下抓项目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除此之外，新丰还坚持实施联合审
批、一站式服务和限时办结等制度，大幅
度精简申请材料、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
发市场经济发展活力。去年全年，新丰
共签约引进项目 35 个，计划投资约 500
亿元；签约正式投资协议项目 10 个，总投
资 49.12 亿元，超额完成市招商引资年度
任务。

优化环境 让企业专心发展

在新丰投资发展已达 10 年之久的广
东鸿丰水泥有限公司，刚刚在市里摘下

“韶关市 2018 年度优秀纳税大户”这一荣
誉，公司副总经理曾光辉介绍，早在 10 年

前，公司在新丰起步时，他就看到了该县
为其极力开辟的投资环境。

多年来，新丰坚持把营商环境提升
作为招商引资的生命线。在软环境上采
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等方式为企业
提供政策支持。选拔聘用一批素质高、
业务强、形象好的工作人员，充实到专门
为企业提供服务的新丰县招商（企业）服
务中心中去，让这支企业“勤务员”在实
践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强化队
伍“战斗力”。另外，该县公安机关进驻
园区设立治安服务警务区，积极营造平
安和谐社会环境，让企业在新丰投资放
心、经营安心、生活舒心。

在加强软环境建设基础上，新丰还
在硬件设施建设上狠下功夫。在该县园
区内的企业，除了享用到园区铺设好的
便利主干道路和支干道路外，供水、供
电、通讯、有线电视、燃气等线路都已经
铺设到企业红线边缘，企业只需根据自
身需求建设内部管网即可。

收获认可 令企业主动“代言”

位于紫城工业园区的广州广兴牧业
设备（新丰）有限公司，每逢来客，公司负
责人总会不自觉地当上新丰的招商“代
言人”。“别看了，留下吧，在新丰县投资
就对了，他们效率高、服务好，是真把企
业家当家人。”该企业负责人最喜欢对
自己客人强调这样一句话，除了因为自
身是一家乡贤企业外，更多的是源自这
些年企业对新丰县服务的认可。

“2008 年，我们集团领导抱着回馈家
乡，为家乡发展出力的心态来到新丰考
察，当时即被该县主要领导主动跟进的诚

意所打动。”据该公司副总经理张小颂回
忆，在企业办理开工前审批时，县相关部
门全程实施了代办，还专门召开了多次协
调会。近年来，在新丰县各级部门的保驾
护航下，企业更是飞速发展，2017 年进行
了增资扩产。自那以后，只要有机会，他
就会在“朋友圈”里大力推介新丰。

随着突出的交通区位优势在周到服
务的加持下，新丰的营商环境被越来越
多的企业家们认可，新丰县招商底气和
吸引力也越来越足，形式也愈发多样。
去年 3 月，县政府通过举办“2018 全域旅
游年乡村振兴发展高峰论坛”，签约框架
协议项目 9 个，计划意向投资 179 亿元。
6 月该县再次举办“融珠先行 加快发展”
项目集中签约，新签投资协议 3 个，框架
协议 12 个，计划投资总额 231 亿元。

“家有梧桐树,自有凤来栖。要引来
金凤凰，前提是我们要把营商环境这棵
梧桐树培植得更加茂盛高大。”县工信局
局长温则堂表示，下一步，他们与新丰县
招商（企业）服务中心将继续发挥职能部
门的主观能动性，围绕企业所需、自己所
能，不断优化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市场
环境，让新丰成为吸引企业的热土，培育
企业的温室，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壮大的
孵化器。
韶关日报记者 黄俊 特约记者 陈志佳

通讯员 罗秀文 廖先发

栽好梧桐引凤栖
——新丰县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纪实

4 月，绿意正浓，正是仁化白毛茶采摘的“黄金季节”，作
为白毛茶主产区，在仁化县高坪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山镇鱼
皇村，家家户户传来轰鸣的制茶机器声。在红山镇烟竹村海
拔 1187 米的黄岭嶂高山上，云雾缭绕的茶园飘香四溢，这里
出产的“云雾白毫”茶曾是清代嘉庆年间的朝中贡品。

近年来，仁化白毛茶成功入选农业部《2017 年度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先后获得国家绿色有机食品认证、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红山镇被评为“广东省十大茶乡”、鱼皇
村被列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红山茶为何能获得如此
多的荣誉，它是如何孕育出来的？带着浓厚的兴趣，日前，记
者走进了大山深处的红山镇。

好山好水出佳茗

走进鱼皇村东坑村小组，一片片碧绿的茶园连绵起伏，
随处可见茶农采茶忙碌的身影，轰鸣的制茶机器声不时从
农户家传来。

“我这几天专门请了 3 个人采茶青，我自己就专门在家
制茶。”正在晾晒茶青的茶农谭辉林说。谭辉林家有 30 亩茶
园，每到茶叶上市时就要请人来帮忙，而他自己经过多年摸
索和经常参加制茶技术培训，能熟练运用几台机器，进行揉
捻、发酵、烘培等不同工序，制成“拿手”的红茶、白茶产品。

谭辉林对自己家生产的茶叶非常信心，这不仅源于他
的制茶工艺，更主要的是这里种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据
了解，红山镇森林覆盖率达 89%，地处高寒山区，辖区内平
均海拔 500 米以上，而且高坪省级自然保护区就坐落在红
山境内。境内烟竹、鱼皇、小楣水三个村是茶叶专业村，尤
其是高坪自然保护区周围 10 多个自然山村，都是红山白毛
茶的原产地。“这里山高雾漫、气候湿润、蒸腾量小、空气中
负离子成分高，使得茶叶枝嫩性强，昼夜温差大及漫射的
紫外阳光特别有利芳香型茶叶的生长。”谭辉林说。

红山是仁化县的北部生态屏障区，是县城饮用水源头
保护基地，被县委列为生态农业农村发展区。红山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邱东福
介绍说，立足功能区定位，红山镇近年来坚持生态保护，关闭了所有污染、破坏
生态的工厂企业，着重发展绿色生态茶叶，并把茶叶作为“一镇一品”主导产业，
大力推动茶叶产业化发展，带动农户脱贫致富，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产业支撑。

优中选优育好种

经过近 1 小时的车程，记者来到了红山镇政府后面的茶园，发现每个茶带中
有的叶大、有的叶小，有的刚吐出新绿、有的长得正茂盛……“这里不仅是茶园，
也是白毛茶良种繁育基地。”有 30 多年育茶经验的红山镇农业农村组副组长李
助明耐心地向笔者介绍了这里的茶叶品种。

李助明介绍，曾有一段时间，由于粗放式生产，红山镇茶树品种老化、单一，
茶叶失去了市场竞争力。意识到这一问题后，红山镇委、镇政府组织种茶专业
户外出考察学习，并通过县农业部门的牵线搭桥，及时与广东省农科院联系合
作。通过专家的指导和茶农的钻研，红山镇茶叶生产转为以改良茶树结构为
主，开展以优质茶种为母穗进行‘嫁接’及利用无性系苗木改造老茶园为主要栽
培模式，研制了丹霞 1 号、丹霞 2 号等 30 多个新品系。

结合全镇土壤和气候，该镇选取丹霞 1 号、丹霞 2 号两个品种进行广泛推广
种植。“这两个品系制成的红茶、绿茶、白茶、冰鲜茶等多类茶受到市场的普遍欢
迎。”李助明说。

匠心打造出品牌

好的茶叶品种，需要有好的制茶技术，才能生产出好的茶产品。在红山镇，
记者走访了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红山镇富农茶叶专业合作社。该社负
责人谭宗志曾经到福建、云南、浙江等地学习制茶技术。“我们的茶叶品质上乘，
但最初不懂制茶技术时，只会用传统手工制白毛尖、粗茶，产品单一、价格也上
不去。学习了各地经验后，自己大开眼界，在政府扶持下，引进了摊晾、杀青、揉
捻、烘干等机器设备，专心研制我们的独特茶品。”谭宗志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该社研制的（红茶）丹霞工夫、（绿茶）丹霞银毫、（白茶）丹
霞银白、冰鲜茶、丹霞普洱等一系列产品不仅多次获奖，最重要的是得到消费者
的认可，远销珠三角、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我们合作社现在有 210 位
社员农户，大家种茶积极性很高，现在发展到了 5000 多亩茶园，合作社以 40 元、
50 元等价格收购社员的茶青，茶叶制成后还没烘干就被茶商预定了，不愁销路，
现在社里也只有少量干茶存货。”谭宗志乐滋滋地告诉记者。

采访中，记者从红山镇政府了解到，近年来，红山镇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精准脱贫攻坚战，确立了“丹霞茶”的品牌战略，积极向省、市、县争取茶叶种
植、加工、新产品开发等扶持政策，经常举办茶叶节、采茶制茶比赛及参加国家、
省、市、县农博会展示展销等，激励农户精耕细作，不断改进制茶工艺、提高制茶
技术。同时，培育发展了 4 家茶叶加工厂和 15 家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渐把
茶叶加工由原来的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型，做强红山茶叶品牌，并积极发展茶园
观光、采摘制作体验、茶养生等休闲旅游新业态，延长了产业链条，提高了产品
附加值，发展壮大茶叶产业。

在一系列的措施带动下，红山镇茶叶种植面积达 1.49 万亩，红山镇茶叶总
产值 1000 多万元，带动当地 1000 多户茶农增收致富。

特约记者 谭玉玲 通讯员 卢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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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兴牧业厂房内工人正

在有序进行生产。 黄俊 摄

▲美瑛新型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厂房一角。黄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