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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学文 陈文美
刚刚进入 2018 年， 长沙市雨花区的百姓

就接到一堆新年民生大“红包”———
在去年投资近 4 亿元、 新改扩建学校 40

所、新增优质学位（园位）9400 余个的基础上，
新的一年将新增东澜湾、建发、小白鸽 3 所公
办幼儿园；新建、扩建长塘里二小、李洞中学等
6 所中小学校；完成 26 所标准化学校建设。

圭塘河流域生态公园 2 号停车场日前正
式向市民开放。 为破解城市停车难，去年雨花
区加大停车场建设力度。 目前，圭塘河流域生
态公园停车场等 20 个公共停车场建设完工，
共计 3900 多个泊位。 在长沙市内五区率先并
超额完成市对区公共停车场建设的规定任务。

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获得成功，全区新建
各类养老机构 8 个。

去年，全区新增城镇就业 15216 人，城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50327 元 ， 增 长
8.4%。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达 97%以上，社
会救助标准化项目成为全国示范。

区委书记张敏自豪地说：“这一切表明，建
设财富雨花、品质雨花、幸福雨花，实现了精彩
开局！ ”

万丈高楼平地起，古树千年幼苗成。
民生大 “红包 ”的背后 ，是区域经济的持

续、快速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强势崛起！
进入新时代，新一届雨花区委、区政府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大力
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
坚持改革推动、开放带动、创新驱动，不断给区
域经济注入发展新动能。

2017 年 ， 该 区 完 成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230.87 亿元（含长烟，下同）、增长 8.9%；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8.71 亿元 、 增长
8.2%， 其中全口径税收 123.4 亿元 ， 占比
82.97%，同比提升 6.53 个百分点；实现规模
工业产值 643.48 亿元、增长 15.3%；实现规
模工业增加值 277.54 亿元、增长 6.3%。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创新的
不竭源泉。 过去的一年，雨花区坚持以
改革为抓手，大力促进体制、机制转换，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激发发展活
力，产业转型升级再迈台阶。

没有好的营商环境，就没有经济的
快速发展。 雨花首先将体制、机制改革
作为重要抓手。工业、人才、科技等新政
落地见效，58 家企业享受新政红利，23
家企业获得 5000 万元以上融资支持。
成功申报国家级引智项目 1 个、省级 4
个，率先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1
名。

“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动态调整
权力清单事项 88 项，率先启动“互联网

+ 政务服务”改革、完成园区行政服务
标准化改革；开展“减证便民”行动，首
批取消各类证明材料 56项。企业“多证
合一、一照一码”和登记注册实行全程
电子化，后置许可办证率达 98.04%。 全
年新设商事主体 2.58万户，增长 21%。

积极开展“一对一”项目帮扶、重点
企业大走访等活动， 帮助企业解决土
地、资金、手续办理等问题 98 个，帮助
小微企业融资贷款近 20 亿元。 加大经
济犯罪侦破力度，铁腕打击影响企业生
产的违法行为，连续十一年保持“平安
区（县）”称号。

大力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加速培育新型工业和实体经

济。 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等两大新兴工
业产业链快速崛起，区域内已经形成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协调并进的良好
局面。

新型产业链加速。 以项目为支撑，
围绕产业链建设精准发力，全年引进各
类项目 351个。

片区开发持续推进。 红星片区与华
润集团合作推进城市更新，定位为全市
城市双修试点示范片区， 片区土地政
策、开发模式、征拆方式、推进路径全面
确定。 高铁片区纳入全市六大重点片区
加快推进，21 个项目拆迁清零，实现腾
地 4830 亩，潭阳洲园博园主会场 3000
亩提前四个月完成拆迁。 圭塘河生态经
济带生态引水工程建成通水，总规编制
基本完成，井塘海绵城市示范公园完成
规划设计方案，容积率、资金扶持、投融
资模式已经明确。 雅塘片区综合改造、
跳马全域旅游继续保持良好态势，雨花
多点支撑、组团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

通过改革， 产业转型取得累累硕
果，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机器人产业强
势崛起， 目前已拥有机器人企业 168
家，产值达到 145 亿元。 这标志机器人
产业已经成为继新能源汽车产业之后，
又一大新型支柱产业。 爱奇艺、 西南
证券、毕马威、上海二十冶等一批优质
企业纷纷落户雨花。 154个重点产业项
目进展顺利， 比亚迪电动卡车及特种
车、晓光新能源汽车车身装备及零部件
智能制造工厂陆续投产。 20 个国家级
现代服务业项目综合试点全面收官，商
务楼宇去库存达 31.58 万平方米，普洛
斯、宝湾等电商物流项目加快建设。 红
星全球农产品批发中心一期主体完工。

创新驱动，高新技术产业风兴水起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在雨花区采访，处处能让人感受到创新的激

情。
2016年 3月，邹攀和他的师傅携带自主研发

的工业移动机器人技术，连同他们创办的湖南驰
众机器人有限公司，从星沙投奔雨花经开区。 自
2012年创业以来，邹攀和他的师傅凭借他们拥有
的技术绝活，“南征百战”取得不少好战绩，但是
每年销售收入从没超过 200 万元。 然而，来到雨
花经开区，短短两年时间，销售获得爆发式增长，
2017年，他们的销售额突破亿元大关。上海大众、
上海汽车、上汽通用等全国各大汽车企业，以及
中国中车、孚能公司等知名企业及轨道交通等行
业都广泛使用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驰众的智能机
器人还伴随“一带一路”走进了印尼、印度等东南
亚、南亚国家。 权威统计显示，驰众公司目前综合
实力已排名全国前 7 位，专业细分市场（移动机
器人）排名国内前 3 位，昂首成为工业移动机器
人的领跑者。

驰众爆发式增长的背后，除了机器人产业的
大前景，更有雨花区扑面而来的创新气息。 为了
推动创新创业，雨花区出台了《长沙市雨花区创
新创业带动就业实施意见》 等一系列举措。 投入
巨资，引导创新发展。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研发与实验发展（R&D）经费投入就超过 4.85 亿
元，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 48.6%。 长泰、拓
野、 大捷等有名的机器人企业相继被引进。 国内
顶尖的北斗导航机器人将烙上“雨花智造”的闪
亮名片。

如今， 在雨花经开区， 已聚集各类企业 600
多家。 不要说其中的 168 家机器人企业，里面的
任何一家企业，个个都是创新集中营，每个企业
都拥有一大批创新人才， 都藏了一大堆技术绝
活，几乎每天都有创新技术从这里诞生。

2016 年 10 月 29 日，中国（长沙）创新设计
产业园在雨花经开区开园。 作为湖南首个创新设
计集聚项目， 该园致力于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助力长沙创建国家创新创意中心。 创新改变
世界，设计改变生活。 短短一年时间，这里已集聚
设计企业 60 余家，设计师 1200 多名，年专利成
果 50 余项， 初步形成为中部地区最具规模的创
新设计高地。

在德思勤创业大街的精致小楼里，全球两大
互联网企业巨头阿里巴巴和亚马逊做起了邻居，
相继将创业孵化器落子雨花区。

大力度举措的推动， 创新动力的高度激发，
带动全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风生水起。 目前， 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提升至 48.9%，高新
技术企业达 79家。 企业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 30
亿元，占全市份额 30%、排名全市第一。

未来 3 到 5 年， 雨花经开区将形成产值为
500 亿元的智能装备产业集群、500 亿元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和 200 亿—300 亿元的创新设
计产业集群。 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将助力长沙打造
国家智能制造中心。 创新设计产业集群成型后，
将助推长沙成为国家级创意设计示范基地、中部
地区最重要的创新设计高地。

创新驱动 高新技术产业风生水起

开放带动 外向型经济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改革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再上台阶

今年 1 月， 发生在长沙市雨花区的
两则环保“罚单”新闻，引起媒体广泛关
注。 1 月 21 日，明昇壹城建设工地，有人
趁着夜色焚烧垃圾，发生大量浓烟污染。
雨花区环保执法人员当即向违法者开出
10 万元的顶格处罚。 1 月 25 日，有人趁
着深夜私自违规洗沙。 接到群众举报的
雨花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第一时间奔赴
现场，当场叫停，并对责任单位依法开出
15 万元顶格罚单。

两则顶格处罚，折射的是雨花区委、
区政府打赢蓝天保卫战、 实施绿色高质
量发展的坚强决心。

进入 2018 年，雨花区经济工作该怎
么走？区委副书记、区长刘素月说：“要争
当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

何为高质量发展？在刘素月看来，就
是结构更合理、效益更好、效率更高、更
加绿色、 更加精细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发
展方式。

他们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
2 月 9 日，雨花区委新一年经济工作

会议召开，会上，区里拿出 7200 万元，对
企业进行重奖。 同时明确了“五个十”的
发展重点、十大产业项目、十大科技创新
项目等，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和措施。

良好的营商环境，始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条件。为此，他们主动对标“北上广”，加快建设一流的
营商环境。 全新修订出台“1+2+1”产业扶植政策，重
点对总部型、品牌型企业，以及重大片区、商务楼宇、
特色街市等载体，总部经济、会议经济、建筑安装、现
代商贸、现代金融、专业服务、旅游康养、电商物流以
及文化产业、创客空间和智能制造等业态进行扶植奖
励。 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和招商引资新政策，
鼓励企业大力开放，大胆创新。建立和创新融资平台，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坚持绿色发展，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为此，他们
全面落实三年计划，并开展“六控”专项行动部署，包
括大力治理燃煤污染、治理扬尘污染、治理工业农业
污染、关停“小散乱污”企业、控制秸秆焚烧、治理机动
车尾气污染、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等。 同时要求
加强督察和问责，严督严查，传导压力，严肃问责。

民生，始终是他们的牵挂的重点。新的一年，他们
将实施人民满意农贸市场建设、 学校幼儿园建设、示
范米粉（面）店、蓝天保卫战、道路畅通行动、人行道提
质改造、居家养老服务、文体惠民提标、居民健康百千
万行动、公共站厕建设十大民生实事，让群众充分共
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姚学文 陈文美）

开放，是促进繁荣的必由之路，是拉
动发展的重要动力。站在新时代的端口，
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决策。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作为省会长沙的东南门户，雨花区委、区
政府的决策者，以一种“时不我待”的责
任感、 使命感， 大力度实施开放带动战
略，积极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推动企
业在省内外、国内外舞台上，在与省外、
国外企业的互动中， 开阔视野， 增长见
识、锤炼本领。

以往在国内， 尤其是在湖南这样的
内陆省份，百姓购买“洋货”总觉得是件
“稀罕事”。 然而，如今在雨花区，居民购
买“洋货”已经越来越简单、平常。

2017年 10 月 26 日，英国精品购物
节在湖南高桥大市场开幕，50 个英国本
土品牌精彩亮相，11 个国际商品展示馆
的数千种商品同期集中展销。 为期一周
的购物节，让三湘百姓，过了一把家门口
购买“洋货”的瘾。

除了展会， 在高桥大市场国际商品
展示贸易中心， 每天都有十几个国家数
千个品种的商品等待市民自由选购。

雨花区连续举办 19 届的中国中部
（湖南）农业博览会，近年来也悄然生变。
以前的农博会， 参展企业绝大多数是国
内的，然而，2017 年举办的第 19 届农博
会， 有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 家境
外企业参展。 澳大利亚的蜂蜜、牛奶，格
鲁吉亚的驰名红酒，泰国的香米，斯洛伐
克的啤酒……境外企业的展位占了整个
展会展位的四分之一。 走进农博会仿佛
走进了一个“世界超市”。

在雨花区，不只是将企业“请进来”，
还积极引导企业“走出去”。

早在 2015年，雨花区便在高桥市场
启动市场采购贸易试点， 当时就有 170
多家企业集中领取了“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及海关注册证”。经过一年多的
试点，2016 年 7 月，“湖南省内外贸结合
商品市场”正式揭牌。

有关专家指出，这标志着湖南首个
内外贸结合市场全面启程，开通了一条
湖南产品内外贸便捷渠道。 以前，湖南
产品进出口，须经过深圳、武汉、上海等
口岸， 既不方便， 也增加了企业成本。
“湖南省内外贸结合商品市场” 正式揭
牌后，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就可以属地

检验、属地报关，个体企业也可以进行
个体出口备案，这样大大有利于湖南进
出口贸易，尤其有利于湖南产品走向世
界。

优惠政策、 引智引资结合、 人才
“1316”计划等一系列招商引资新举措相
继推出。

开放带动战略的实施， 大大促进了
雨花区外向型经济和第三产业的蓬勃发
展。 2017 湖南“港洽周”期间，红星森林
公园商务区与华润集团、 雨花现代电子
商务产业园与唯品会、 高桥大市场与三
湘集团等项目分别在省、市级平台签约，
总投资金额突破 500亿元。 跳马片区与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长沙市跳
马生态片区两型保护与发展项目”协议。
华西证券、毕马威、平安普惠、恒丰银行
等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金融和现代服务
业企业争相落户雨花。目前，全区第三产
业占 GDP 比重达到了 66.7%，贡献率增
加到 86.1%。

2017 年，全区利用外资 6.85 亿美
元。 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9.75亿美
元。 引进市外境内资金形成固定资产投
资 3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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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歌探一路 索

新投入使用的枫树山莲湖学校。 在雨花区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好学校。

比亚迪汽车生产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
曾祥平 摄

德思勤城市广场成为长沙南部的商业中心。

治理后的圭塘河成为长沙一道靓丽风景。 周其亮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雨花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