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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长沙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之际

在项目建设的支撑下，引发一系列“冲
击波”。

铁建重工自主研发的盾构机连续四年
占据国产市场的“半壁江山”；华曙高科跻
身全球 3D打印第一阵营；中航飞机起落架
有限责任公司为国产大飞机 C919 装上了
一副健壮而有力的起落架； 天仪研究院自
主研制的微小型科学实验卫星“潇湘一号”
成功发射；广汽带来了意大利菲亚特、日本
三菱、美国克莱斯勒等多家世界著名企业；
蓝思科技 2006 年来浏阳建厂，2009 年投
产， 如今产品已从手机玻璃面板向平板电
脑、手提电脑、台式电脑等系列消费类电子
产品延伸。

一子落下，满盘皆活。 引进一个项目，
培育一个龙头，裂变多个项目，形成一个集
群，引发格局之变，拼起新的版图。

五年来，长沙从工程机械“一业独大”
到如今规模工业总产值迈上万亿台阶，形
成新材料、工程机械、食品、电子信息、文化
创意、旅游 6 大千亿产业，一个个重大产业
项目顶天立地。

新产业，新结构，激发新动力，引领着
未来发展新航程。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高铁会展新城、临空经济示范区、马栏山视
频文创园、南部新城、金融中心六大片区项
目建设正快速推进，昔日“中国工程机械之
都”正在向“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国家创新
创意中心”“国家交通物流中心”昂首迈进！
项目支撑，垒起经济新高地。 数据显示，长
沙经济总量从 2012 年的 6399.91 亿元，到
2016 年 9323.70 亿元，跃居全国省会城市
第 6 位，成功跻身新一线城市 10 强，今年

经济总量有望挺进“万亿俱乐部”。
项目支撑经济发展， 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为了市民的幸福。 9 月 15 日晚，长沙
的张先生一家 3 口人， 来到梅溪湖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观赏旧金山歌剧院国际
版歌剧《红楼梦》，现场气氛爆棚。 这个重大
文化项目历时 6 年建设，今年 8 月 31 日向
市民开放。

这是重大项目惠及人民福祉的缩影。
近年来，随着项目建设迅猛发展，老百

姓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长沙连续 9 年获
评“最具幸福感城市”。

———地铁 1、2号线及磁浮快线、长株潭
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地铁 3、4、5、6号线加快
建设，长沙进入“地铁时代”“磁浮时代”“城
际铁路时代”；湘江新区综合交通枢纽、万家
丽快速干道、火车南站东广场等重大基础设
施建成；芙蓉北大道、黄兴北路、洞株公路相
继建成通车，老百姓出行更畅达。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
老百姓不出长沙， 就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
地同质同价的名牌产品了。

———“三年造绿大行动”完成绿化面积
3.45万公顷，新建各类公园 120 个，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达 39.7%， 老百姓享受的绿意
越来越浓。

还有，医院、学校、市场、污水处理厂、
公路、公园、保障房……一批批项目，饱蘸
着民生浓情，闪耀着幸福光芒。

项目为王，产业强市，经济勃发，这风
正劲！这力更强！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宏
伟目标的长沙，在十九大雄浑的号角里，凝
神聚力，蹄疾步稳，豪迈踏上新征程！

陈 新 肖集中 徐艳艳

风劲帆张，劈波斩浪，长沙重大项目建设奋
进的号角格外嘹亮。

10 月 13 日，长沙市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拉开帷幕， 再一次掀起重大项目建设的热
潮。 按照“两主一特”园区产业定位，突出先进制
造业，9 个区县（市）、5 个国家级园区，37 个总投
资 516.4 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同时火热开工，正
在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凝聚强大动能。

项目兴则经济兴，项目强则长沙强。
今年初，932 个重大项目“大手笔”铺排，落

子有声。
一组组数据， 闪耀着变化：932 个重大项目

年度预估投资 3020 亿元，今年 1-9 月，累计完
成投资 2974.1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98.5%，比去
年同期快 4.9 个百分点；铺排重大产业项目 501
个，年度预估投资 1263.4 亿元，1-9 月完成投资
1395.7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110%，比总体
投资进度快 11.5 个百分点，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

长沙以当好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的示范
区和排头兵为担当，扑下身子抓项目、实干善为
促项目，激荡潇湘，做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硬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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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星城大地项目建设
热潮涌动。

眺望全市， 从天心到岳麓， 从雨花到开
福，从芙蓉到望城、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
一个个大项目气势磅礴，一个个区县（市）你
追我赶，一个个园区昂扬进发，似战鼓催阵，
激荡起发展的潮声。

驱车前往宁乡西线工业走廊，变化之大，
令人刮目相看。

以金洲大道 - 玉煤大道、319 国道 - 宁
横路为主线，串起宁乡经开区、宁乡高新区、
金玉工业集中区、煤炭坝门业园、大成桥工业
园、双凫铺鞋业园、大湾岭工业园、夏铎铺机
械工业园等产业集中区， 640 余家规模工业
企业，5家世界 500强企业比肩而立。这是长
沙西线工业走廊的核心地带， 吸引了杉杉新
材、格力、海信电器、洋河酒业、三一起重机等
明星企业入驻，成为“长沙制造”的闪亮名片。
往东线行驶，在浏阳经开区，盐津铺子烘焙及
休闲食品基地、百草堂日化生产基地、协鑫蓝
天分布式能源等 3个项目全部按既定计划开
展厂房建设施工，蓝思科技四期开工新建，五
期成功落地即将开工；在浏阳高新区，国内外
100 余家知名品牌汽车配套企业集聚园区，
16 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关联项目签约，总投
资达 138亿元， 湖南首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基
地正展翅高飞。

磁力十足，长沙汇聚的“明星”项目不止
于此。

2012 年以来， 长沙累计实施投资过 50
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超过 50个，上海大众长
沙基地、蓝思科技、格力宁乡生产基地、海信
宁乡生产基地、中国通号长沙产业园、中信戴
卡南方产业园、欧智通智能终端产业园、华强
集团宁乡美丽中国、华谊兄弟电影文化城、新

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等一批又一
批的好项目、大项目、新项目落地，进一步增
强了长沙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长沙作为省会城市，要按照新发展理念
和当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示范区和排头兵的
要求，全力推动产业升级和项目提质。 ”近两
个多月以来，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
多次深入园区调研产业项目建设工作， 他强
调，要强化示范区和排头兵的担当，全力推动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在长沙率先见效，充
分发挥平台的支撑作用、产业链的抓手作用，
集中精力抓好重点片区、产业园区，把园区的
深化改革放在首要位置，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带着牵挂，肩负着使命，长沙砥砺前行，
用心血和汗水、灌成一朵朵别样之花：

看规模，投资总额连年攀升。 2017年，长
沙铺排重大项目 932 个， 比 2016 年多 124
个；年度预估投资 3020 亿元，比 2016 年多
346亿元，呈明显增长趋势。 重大项目个数是
五年前的 1.6 倍， 年度预估投资是五年前的
2.1�倍。

看结构，产业投资成为重点。 2017 年铺
排工业高新技术项目 272 个，年度预估投资
602.8 亿元， 占全部重大项目投资的 20%，
比 2012 年提高 4.3 个百分点； 服务业项目
建设全面加快，2017 年铺排现代服务业项
目 107 个，年度预估投资 373.2 亿元，占全
部重大项目投资的 12.4%， 比 2012 年提高
9.3 个百分点。

看资金，民间投资释放活力。 1-8 月，全
市完成民间投资 3022.1 亿元， 增长 14.9%，
增速比 2016 年同期快 12.5 个百分点， 占全
部固定资产投资的 61.8%。

长沙腾起项目建设大热浪， 挺起了经济
发展“脊梁”。

项目为王 势头强劲壮筋骨，转型升级结构优

重大项目云集， 接连落子长沙， 为什
么？ 靠什么？

向外看，长沙是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
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中心节点，是连接中南地区和东中
西部地区的枢纽城市， 是中部地区重要的
航空、高铁复合型交通枢纽。 向内看，长沙
拥有工程机械、新材料、电子信息等六大千
亿产业集群，是“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
城市群（长株潭）核心城市，拥有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 湖南湘江新区等四大国家级
战略平台。 长沙积极打造促进产业发展良
好生态环境， 今年以来，“振兴工业实体经
济工业 30 条”、“人才新政 22 条”、“‘1+4’
科技新政” ……一系列真金白银的创新性
政策正释放发展红利。 长沙围绕产业抓项
目， 为项目建设和引进构建常态化、 多维
度、全过程的服务保障。

“打扫屋子好请客”。 8 月 31 日，长沙
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推行投资项目“一
次性审批”改革，制定出台了“1+7+5”政策
体系，从优化审批体制、减少审批流程、规
范审批中介、创新审批办法、规范审批监管
等方面明确 12 条刚性措施，突出“一次性”
受理和办理， 力求最大限度提升投资项目
审批效率，让企业少跑路，让项目快落地。

湖南海利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刘辉深有感触， 他说：“公司从拿
地到投产，整个过程不到一年，尤其园区实
行‘模拟审批’，为生产赢得了时间，带来了
效益，8月份公司试运营当月， 销售收入就
突破 1000万元。 ”

刷新速度的何止海利。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从 2016 年 9 月

进场施工到今年 4 月通过省级预验收，前
后不过半年多时间；

恒大长沙童世界项目，2016 年 9 月签
约，今年 1 月 13 日动工建设，再次刷新项
目建设“长沙速度”；

中信戴卡南方高端制造基地项目，项
目总投资 50 亿元， 2016 年 11 月动工建
设，项目一期已经建成投产，项目二期年产
300万支铝轮毂生产基地即将启动建设。

“打扫屋子”，改善软环境，让硬资源跟
着软资源走， 让投资者来长沙找到梦想开
始的地方。

积极开放“请客来”。在深洽会、中博会、
港洽周、科交会、智能制造峰会、移动互联网
岳麓峰会、中国 500强企业高峰论坛等重大
推介会，长沙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不仅
多次奔赴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地“招优
引强”，同时主动谋划，开辟主场阵势，敞开
胸襟喜迎四海客商。数据显示，今年 1-8月，
全市引进 2 亿元以上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120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 58个。

创新服务促项目。 近年来，长沙围绕项
目建设，一系列创新机制不断涌现。 长沙市
领导联点帮扶重点项目， 协调解决项目用

地、配套路网、项目资金、涉电涉铁等重点
难点问题。 2017 年，全市安排 35 组，37 名
市领导联点、35 个责任单位对口帮扶 118
个重大项目。

为破解资金难题， 成立了长沙市产业
投资母基金， 并发起设立 100 亿元智能制
造子基金。

“新开工”“未开工”“已复工”“未复工”
和“应竣工”五张清单里，项目进度、困难、
原因， 一目了然；“一周一通报、 一月一调
度、一季一讲评、半年一考核、一年一观摩”
的五个“一”调度管理机制，层层压实责任，
精心呵护项目。

久久为功强定力。“要坚持项目为王，扩
大有效投资， 以项目建设保障经济增长、提
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 ”长沙市委副书
记、市长、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陈文浩
的话语掷地有声。每逢岁末，长沙市委、市政
府每年举行全市项目建设现场流动观摩“擂
台赛”，全体市领导任“考官”，各个国家级园
区、区县（市）以项目建设成效来答题，成为
考核重大项目建设的“规定动作”。

风云变幻，最需要的是定力。 近年来，
长沙坚持打好项目引进落地、开工建设、竣
工达产的“组合拳”，特别是从 2014 年起，
长沙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项目为王”的
理念，盯着项目抓发展，聚焦项目抓考核，
久久为功，项目建设明显提效提质。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从
2013 到 2017 年， 重大产业项目个数从
184个铺排到 501个，年度预估投资从 492
亿元增长到 1263 亿元， 规模越来越大，呈
现出“爆发式”、“井喷式”发展态势，勾勒出
长沙项目增长波澜壮阔的前行轨迹。

产业支撑 跑出发展加速度，刷新长沙新高度

长沙高新区北斗微芯
产业基地项目（效果图）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 范远志 摄

� 长沙梅溪
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迎接参
加 “泛珠 9+2
行 政 首 长 会
议 ” 嘉 宾 。
杨嘉栩 供图

“ ”风正劲项目为王
“ ”力更强产业支撑

环境是金 打扫屋子好请客，积极开放请客来

（本版图片除
署名外均由长沙
市发改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