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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高桥企业“大佬匡湖南食品商行”
的匡老板很开心，因为在前不久召开的春季
广交会上，商行生产的干辣椒产品得到日本
企业 200 万元的订单， 并且有 10 多个国际
采购厂商有意向签订合作计划。

高兴的不只是这一家。 今年以来，高桥
有 200 多家企业拿到了外汇订单。外汇订单
的后面，是雨花区委、区政府推动发展对外
贸易的努力。

在促推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区委、区
政府高瞻远瞩，将对外贸易作为拉动经济的

一大引擎。 区政府成立了“市场采购贸易试
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并驻点高桥大市
场，指导外贸发展业务。

政府还出台系列政策扶持、 税收减免、
人才引进等举措，全力助推对外贸易发展。

2015 年 10 月 28 日， 湖南高桥大市场
外贸服务中心成功揭牌，这意味着高桥大市
场成为湖南唯一一家申报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的市场。

令人高兴的是，雨花区的努力，得到了
长沙市委、市政府，乃至省委、省政府积极支

持。
2015 年 8 月，长沙市政府印发了《湖南

高桥大市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工作
方案》， 明确长沙市以湖南高桥大市场为基
础，申报和实施“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在战
略层面为高桥大市场外贸转型发展指明了
方向。

“市场采购”模式给全区商贸发展带来
的变化已经凸显， 力争今年年底实现审批，
税务、 海关等窗口的设置方便商户简化手
续、节约时间。“今年计划培养 300 家具备外

贸资质的商户，今年到明年底，将逐渐增加
比例，占到高桥大市场 20％以上。 ”

“借助互联网平台，让更多湖南的产品
走向全世界，这是高桥未来发展的蓝图。 ”高
桥企划部负责人告诉我们，高桥商城电商平
台主要包含线上的内贸批发和跨境进口
B2B 业务，已引入 1000 家高桥优质商户，产
品数量达到 1 万个。“针对北美、欧盟、俄罗
斯、日本等市场，高桥跨境 B2B 出口电商平
台与‘高桥商城’无缝对接，打通内外贸电子
商务发展渠道。 ”

市场采购贸易试点以来，使高桥的对外
贸易越做越红火，目前，这里已经有 230 多
家商户开始从事外贸生意，今年 1-6 月对外
交易额突破 1600 万美元。湖南的茶叶、陶瓷
等产品通过高桥外贸综合服务平台顺利出
口到中亚、俄罗斯、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据悉，今年 10 月高桥还将建设“中部国
际采购中心”，打造中国（湖南）———海外国家
经贸合作交流平台。 目前已引入 10 家国家
馆，通过国外产品在展馆中保税展示和保税零
售，打造湖南与其他国家 B2B贸易的展会。

绿色产业浪潮涌
———雨花区改革发展纪实·经济发展篇

姚学文 毛敏轩 周智婷 刘艺 苏继纯

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徐徐走来。 新登记
注册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百万大军，涌
动创业大潮；民间资本，如开闸洪水奔涌而
入，在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大展拳脚；“智能制
造”、新能源、移动互联网、电子信息等高新
产业，来势喜人……

作为长沙市连续 14 年蝉联城区 GDP
第一的经济强区，雨花区无处不让你感觉到

变化的魅力、 发展的激情。 权威统计显示，
“十二五” 期间， 雨花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26 亿元（含长烟），年均增长 9.8%；完成
财政总收入 129.72 亿元，年均增长 16.8%，
持续领跑中部省会城区。全面小康实现程度
连续三年排名全省第一。

区委书记邱继兴自豪地说：“一切的领
先，均来自改革的推动。 ”

这些年，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起跑
线上，雨花区只争朝夕，率先起跑。坚持向改
革要红利，以改革促发展。 在促推经济发展
中， 坚持以智能制造和新兴经济为主线，全
面培育绿色产业， 打造经济领跑新“增长
极”。

站在雨花的大地上，笔者强烈感受到了
绿色产业浪潮涌动的拍岸声！

【编者按: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也正在实现新的
转变。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这些年，长
沙市雨花区围绕五大理念，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党建引领、文化产业培育、依法治区等方
面全面推进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为展示雨花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介雨花区改革
创新经验，本报今起推出“雨花区改革发展”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雨花经开区， 晓光模具偌大的焊接车
间，没见几个人，单见十几台蓝色焊接机器
人手臂在不断挥舞。 这些机器人通过全自动
焊接模块化运作，精准焊接；驰众生产的白
色小型移动机器人可以肩负数吨运输重量，
负责运送各种汽车配件到指定位置，使得汽
车生产线效率提升 40%。 很快，一批焊接好
的加工件被推了出来。

公司负责人乐呵呵地说，这些机器人都
是园区机器人企业制造的。 这些焊接器件都
是汽车的零部件。 以前，焊接都是人工，不仅
效率慢，而且质量还难保证。

如今，采用机器人焊接后，这些问题都
得到大大的变化，还节省人工。

晓光模具车间的变化，是雨花区通过打
造经济升级版，促推产业转型、升级，引领智
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雨花区经济一
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但也与别的地区一
样，低档次、高能耗、粗放型发展明显。

进入新世纪，如何引导地区产业从低档
次向高档次、高能耗向低能耗、粗放型向集
约型发展， 如何促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成
为决策者思考的大事。

雨花人审时度势，把新能源汽车和机器

人作为发展的重点。
2014 年 3 月 18 日，雨花经开区成为省

内唯一一家“湖南工业机器人产业聚集区”。
到去年底，园区已聚集 30 家机器人企业，机
器人产业产值达 13 亿元。

“培育机器人产业，是区委、区政府在促
推产业转型、升级上深思熟虑的结果。 ”区长
张能峰说：“长沙是机械制造之都，发展机器

人，有利于促推这些产业迈上‘智能制造’之
路。 ”

为此，区里出台了引进机器人产业的一
系列优惠政策，还打造了基金平台、市场平
台、集聚平台和研演平台，吸引全球有名的
机器人企业入驻。

如今，国际工业机器人巨头长泰、库卡、
拓野、佛山精一、湖南大捷、艾伯特等 56 家

厂商成功签约入驻，全部投产后产值可破 50
亿元，到 2016 年底可望实现“双百”目标，即
“企业 100 家、产值 100 亿元”。

随着园区机器人企业不断聚集，集聚效
应形成。“之所以选择雨花经开区，主要是园
区机器人厂家多，便于找到配套产品；硬件、
软件配套设施完善。 ”“驰众”的生产总监李
先生说。 他们企业入驻近两年，目前年产值
超过 3000 万，荣威、通用五菱、上海大众等
汽车品牌都是使用他们的机器人产品。

发展机器人产业，雨花区今年又有大动
作。 据介绍，“中国（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
将于 7 月在这里开办， 项目规划用地 127
亩，总投资逾 5 亿元计划引进入驻设计企业
及相关企业 100 余家， 预计于 2017 年 7 月
实现开园。

“中国（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是集工
业设计、建筑设计、包装及平面设计于一体
的现代设计产业集聚区，主要为智能制造企
业提供产品设计服务，凡是入驻产业园的企
业都可享受高额的政府补贴。 区里计划在未
来 5 年内将其打造为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
创新设计高地。

雨花区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另一张名片
是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业。

说起比亚迪的入驻， 背后也是另有文
章。 三湘客车， 曾经是红极一时的企业，然
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营状况一年不
如一年。

经区政府和经开区穿针引线，2009 年，
新能源汽车比亚迪收购了三湘客车，并入驻
经开区，政府同时出台了促推新能源汽车发
展的系列产业政策。

“比亚迪属于具有代表性的绿色朝阳产
业，必然要大力推动其发展。 ”园区负责人介
绍，去年 5 月，比亚迪电动车及特种车项目
的全国制造中心落户雨花经开区，现在园区
已成为涵盖电动大巴、电动轿车、物流卡车
和特种车的全系生产链。 至此，比亚迪在长
沙的总投资将超过 110 亿元。

如今， 比亚迪已经在这里开枝散叶，呈
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继前几年高速发展，今
年一季度， 长沙比亚迪继续保持高增长态
势，实现产值 21.2 亿元，同比增长 22.13%，
2016 年产值将超过 150 亿元。 同时，雨花区
以“比亚迪”为中心，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供需
渠道，带动汽车零部件企业配套发展，打造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预计到 2020 年，新能
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年产值达到 400 亿元，
年产新能源汽车 40 万台。

在德思勤广场三楼，有个新设立的创业
大街。 走进楼内，里面环境优美，有明亮通透
的落地窗、干净整洁的办公室、文艺味十足
的咖啡吧、配套设施齐的会议室，无数思维
活跃的年轻人每天在此工作： 寻找新思路、
发现新点子、开启新生活。

知情人介绍，创业大街，是区里培育新
兴产业的一个窗口。 如今，这里可是“藏龙卧
虎”。 阿里云创客在这里， 亚马逊也即将前
来，还有不少有名的公司。

“基本都是互联网类的高新技术行业，
有些公司目前虽都还不大，但都前景看好。 ”

对于区里为什么要花大气力，培育新兴
产业，区委书记邱继兴有自己的逻辑：“互联
网等新兴产业，潜力无限。 激发创新创业活
力，发展互联网产业，这是提升雨花经济活
力的必由之路！ ”

为此，区里出台了《长沙市雨花区促进
区域产业发展扶植奖励办法》及金融、专业
服务业、文化、电子商务及信息服务业、新型
工业化和信息化“1+5”的一系列产业扶植政
策， 鼓励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每年安排
3000 万元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同时，还率先全省，成立了小微企业创
业创新办公室，陆续出台了《长沙市雨花区
关于支持创客空间发展办法》、《长沙市雨花
区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实施意见》一系列“双
创”政策，建立健全政府激励、社会支持机

制，提升了雨花区创新创业氛围。 在雨花经
开区打造了首个省内工业园区与湖南股交
所合作的“企业上市挂牌孵化基地”，缓解中
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区政府对创客们也推出诸多优惠政策，
包括在税收返还、 社保等各方面提供减免，
对优质创新项目提供高额奖励，为优秀创业
团队的子女提供就近学位等等。

区发改局、区人社局、区工商局、经信局
等，纷纷开辟各种“绿色通道”，为新兴产业
发展排忧解难。

2015 年 10 月 21 日，由雨花区委、区政
府指导建设，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具体主管
建立的雨花区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
阿里云创客 + 孵化器（长沙）正式揭牌。

目前，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心推出了包括
人才培养、融资贷款、法律维权等在内的八
个方面 44 项服务产品， 直接面向全区各类
型中小微企业提供一体化、一站式、全方位
服务。

为实现服务覆盖面的最大化，服务中心
在全区多个街道、产业园区设立中小微企业
服务站点，为其周边的企业提供服务。 各站
点与中心通过互联网实现服务资源分配和
服务动态共享。

创业大街自从去年 10 月运营以来，现
已入驻企业 37 家，其中“云梦微债”企业估
值达到 5 亿元， 准备今年内挂牌新三板，还

有多家中小微企业估值都超过 3000 万，成
为了区内发展的潜力股。

“OK 记”在创业大街内属于明星企业，
2015 年 10 月获得全国创业大赛一等奖，当
即就有投资人愿意投 1800 万元， 被企业负
责人田飞婉拒了。

“现在是一个分享经济的年代，互联网
思维影响着每一个人，‘OK 记’ 就是将您要
记录的信息进行秒存，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碎片化信息存储库， 并且可以时时分享出
去。 ”田飞说，优质的平台是创业最佳保障。

“创业大街办公条件优越、地理位置好、创新
创业氛围浓、社保减免政策多，媒体宣传力
度大，这些都是我们选择落户于此的理由。 ”

和田飞一样，所有的创业者在这里可以
获得包括财税法务咨询、 阿里技术支持指
导、创业培训指导、投融资对接等全方位的
落地创业服务。

雨花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创客入
驻之后，创业大街通过签订协议提前介入创
意者的创业，包括组织各种交流活动，进行
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 等到创业条件成熟之
后， 创业大街就与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心对
接，为创客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 企业注册
之后，还将继续享受阿里云孵化基地和中小
微企业服务中心的服务。

2016 年 4 月，继“阿里云”之后，全球第
二大互联网公司亚马逊落户雨花区，每年将

为湖南本地企业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预计入
驻三年内，可为雨花区培育注册企业 100 家
以上，培育上市公司 5 家以上。

邱继兴信心满满地说，改革发展需要新
思维引领。 目前很多年轻人有能力、有想法、
有闯劲，就是缺少了平台。 创梦亚马逊 AWS
联合孵化器项目、德思勤创业大街、阿里云

“创客 +”等都是年轻人成长、创业的最佳平
台，未来拥有无限发展潜力。

令人兴奋的是，创业大街的活跃，只是

雨花区新兴产业日益繁荣的一个缩影。在雨
花区，金融保险、电商物流、专业服务等生产
性服务业不断壮大， 目前已引进 17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 32 家实力央企， 建设大型城
市综合体 42 个，培育亿元税收楼宇 2 栋和
千万级税收楼宇 12 栋，15 个项目成功纳入
国家级现代服务业试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60%。新型工业增速加快，
去年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82 亿元， 增长
6.8%。

促转型、推升级———
“智能制造”异军突起

搭平台、造环境———
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转方式、调思路———
外向型经济强势来袭

区领导为“共圆雨花梦 青春创未来”雨花区青年创业创新大赛获奖者鼓劲加油。

比亚迪长沙基地新款油电混合轿车“元”总装生产线。

长泰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长沙一号”在工作中。

比亚迪长沙基地生产的美观大气的纯电动大巴。

（本版照片由雨花区人社局和雨花区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