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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为， 运筹帷幄搏风浪；奋
力前行，开足马力勇闯关。

金秋时节，在雨花大地，招商引
资马不停蹄， 建设热潮日益高涨，产
业革新争分夺秒，一幅经济腾飞的磅
礴画卷跃入眼帘。比亚迪成为全球最
大的新能源汽车基地，雨花经开区的
机器人产业快速崛起，浏阳河文旅产
业带、 非遗等文化产业后来居上，以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为代表的现代服
务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商业中心和小
微企业活力四射······

党的十八大以来， 雨花区委、区
政府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提振精
神，抢抓机遇，砥砺奋进，走出一条独
具特色的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2015
年，雨花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
关 ，2016 年达 1105.71 亿元 （含长
烟）；财政总收入 2013 年迈上百亿台
阶，2016 年达 137 亿元；2016 年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达 4.7 万元。 10 月 9
日，《人民日报》 发布 2017 年中国中
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报告，
在 2017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中，雨花区位列第 31 名，蝉联全国综
合实力百强区的湖南第一位 。 在
2017 年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中 ，
雨花区位列第 17 位。

这组含金量十足的统计数据，佐
证了雨花昂然前行的发展雄姿，见证
了雨花虎啸龙腾的经济面貌。

经济结构调整再上新台阶———

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产业快速崛起

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转型阵痛
和城市治理难题等重重挑战，于雨花管理决策者
而言，犹如逆水行舟，举步维艰。雨花区委书记张
敏表示，面对经济新常态，雨花区始终围绕“建设
财富雨花、品质雨花、幸福雨花，打造中部领先、
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强区”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提
质、城市提档、品质提升、民生提标”的工作举措，
抢抓机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

雨花区全体干群戮力同心，区域各项事业在
适应新常态中迈向新台阶，续写了中部强区的崭
新篇章，开创了财富雨花、品质雨花、幸福雨花的
生动局面。 雨花大地这片神奇热土上的巨变，经
济能够保持“稳住、进好、调优”的良好态势，归根
结底，源自雨花决策者的科学谋划、积极作为。

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目前，
雨花区形成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

业协调并进良好局面。 新型工
业化加速推进，雨花经开区跻身
全省一类园区，入驻企业突破 600
家，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 比亚迪成为长沙市首家产值过百亿汽车
企业、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示范基地；引进瑞森可、
新松等机器人项目 81 个， 湖南省自兴人工智能
研究院、长沙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投入运行，成为
湖南省政府唯一挂牌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

推动片区开发，五大重点片区协同发展。 高
铁会展新城全力攻坚， 武广核心区扫尾清零；红
星商圈片区与世界 500 强华润集团签约探索片
区城市更新；圭塘河生态经济带引进德国汉诺威
水协， 推动黑臭水体治理； 跳马生态区与世界
500 强中国建筑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跳马两
型保护与发展；雅塘片区完成编制“雅塘一城”产

业发展规划。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各项指标可圈可点。雨花

区主要经济指标稳居中部 40个省会城市前列，跻
身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区第 34位、全省城
区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14.6%，2016
年达 56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8.4%，
2016 年达 566 亿元； 社会消费品总额年均增长
9.6%，2016年达 695亿元； 规模工业总产值年均
增长 12.1%，2016年达 566亿元。 全面小康实现
程度连续三年排名全省第一， 成为全省首批全面
小康达标县（市区）。

第三产业表现抢眼———

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 楼宇经济后来居上

“打算运动就去滑冰场溜几圈，想犒劳自己
就去餐厅吃个痛快， 想看书就去 24 小时书店待
会儿……”去年大学毕业后便“安家”雨花区的陈
思扬，已经是德思勤的常客。 在长沙，德思勤城市
广场渐渐成为时尚生活的代名词。 从昔日的荒芜
之地到现在的车水马龙， 德思勤的人气与财富渐
长。

而这， 不过是雨花区楼宇经济的一个缩影。
该区现有各类楼宇 130 栋， 其中商务写字楼 54
栋、综合楼宇 22 栋、商住两用楼 54 栋；已入驻企
业 3711 家，企业类型以现代商贸、专业服务、电
子商务、文化传媒等业态为主。

其中，顺天国际金融中心、汇创文艺中心、新
芙蓉之都商务楼、长房天翼未来城、双塔国际广场
入驻率超 80%。 目前，已成功吸引恒丰银行、亚马
逊 AWS联合孵化器、平安普惠、中铁六局路桥公
司、屈臣氏、彩生活集团等总部企业入驻，金融、文
化创意、专业服务、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等业态形
成了集聚发展态势。

除了楼宇经济， 文化产业近年来也呈异军
突起之势，为雨花经济的发展增辉添彩。影视传
媒、数字出版、创意设计、演艺娱乐四大产业声
名鹊起；统筹推进浏阳河文化旅游产业带建设；
统筹推进左宗棠墓修复工程，形成了《左宗棠墓
园历史文化调查报告》，顺利完成长沙文史书丛

之《跳马史记录踪》编撰工作；打造雨花“非遗”
特色街区，目前已完成投资 5000 多万元，入驻
商家 200 多户，非遗项目 300 多个。

近几年，雨花区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年保持在
20%左右的发展速度， 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 70
亿元左右，占 GDP 比重 7.89%，已经成为支柱产
业。 文化企业数量从 2012 年的不足 300 家，到
2016 年底发展至 1800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40 家，文化企业数量及产业增加值排名长沙市
前列。

楼宇经济与文化产业“高歌猛进”，这与雨花
区的大力扶持不无关联。 雨花区实施《雨花区现代
服务业战略规划》和“1+X”产业扶植政策，打造了
雨花区电子商务产业园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现代金
融、电商物流、文化创意、专业服务等发展势头良
好，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5%，2016年达
690亿元。 在你追我赶的发展浪潮中，雨花区第三
产业犹如一枝独秀， 大放异彩。 三次产业占比由
0.3:39.7:60调整到 0.6:35.4:64，第三产业占比提高
了 4个百分点。

经济活跃度日益增强———

创新创业火花四溅 现代化强区呼之欲出

“发展才是硬道理，财富雨花，是各项社会民
生事业的保障！ ”雨花区区长刘素月提出，未来雨
花区区域发展的要务就是激活创新创业， 推动雨
花区昂首阔步迈入经济现代化。

翻开财富雨花地图，传统的三大商圈历经过
一场精彩的蝶变，正逐渐焕发新的活力。提质改造
后的东塘商圈，“老酒”勾兑了新元素；全新起航的

高桥商圈，日渐成为经济发展挖潜增效的新亮点；
红星商圈正向南移， 将蜕变为农副产品全球采购
中心。

“过去出口海外市场，我必须找有出口资质
的公司代理，利润被人家赚了大头不说，还要到
处求人。 ”在高桥大市场经营茶叶生意的王浩说，
早两年常常穿梭在往来长沙上海的航班、 高铁
上，为找出口代理商而发愁。 如今，他只要通过视
频向老外展示自己的商品即可， 至于出口报关、
查验等手续，市场里就可轻松搞定。 王浩是中部
地区首个“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申报项目在
雨花区试点的受益者，也是雨花区激活创新创业
的亲历者。

无独有偶，大学生创业项目漫思塾创始人余
思扬去年大学毕业，早在毕业前就酝酿了少儿英
语茶艺培训的创业项目，但一直为资金和场地发
愁。 通过一张雨花区出版的“大学生就业创业地
图”，余思扬掌握了就业创业信息。 阿里云创客 +
孵化器、雨花非遗街区等六大创客空间以及政策
支持都一一展现在地图上，申请入驻的程序也清
楚明示。

过去五年，雨花区以改革为统领，充分释放发
展活力。 深化 9大类 48项改革，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引领，一批重点领域改革精准实施；深化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承接市下放权限 135项，区本级
行政审批项目由 224项精简至 65项；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实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市场主体总
量达 11.78万户。

以产业为支撑，大力发展高铁经济、总部经
济、会展经济、楼宇经济、生态经济，重点培育现
代金融、文化创意、专业服务、健康养老、现代商
贸、电商物流、旅游休闲、工业设计、生态环保等
业态，打造东塘、高桥、红星商圈升级版，构建以
特色商业街区、大型城市综合体、专业市场等为
支撑的商圈网络； 以雨花电商物流园为载体，建
设辐射中南地区的区域电商聚集区和现代物流
核心区；培育壮大新型工业，引导工业企业向雨
花经开区聚集，重点培育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及
医药食品等主导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
器人研发生产基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大力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跳马花卉苗木产业不断壮
大，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成为全省会展经济和
现代农业的“金字招牌”。

以开放为动力，雨花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 积极融入长沙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建设，
打造省会开放门户。 以项目论英雄、排座次、定奖
惩，不断深化驻外招商、中介招商、代理招商，加
强与世界 500 强、国内 100 强的联系对接，相继
引进昆仑能源、兴业银行、华融证券等 58 个战略
投资项目。

过去五年，雨花区奋发作为，步履铿锵，交上
了一份“财富雨花”的精彩答卷。所谓“雄关漫道真
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面临经济新常态，雨花区
将尽情发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精神，将以其坚定的步伐、智慧的思索，果断的
决断，实干的精神，续写“三大雨花”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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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机器人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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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气派的长沙火车南站。

腾飞的雨花。 彭可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