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让企业“落地生根”，就必须创造出
适合它们生长的“土壤”。引进争取是前提，
高效落地是关键。 麓谷以“事不过夜”的意
识、“马上就办”的劲头，能快则快、快上加
快，让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长沙高新区对标国内最高标准、 最优
水平， 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便
利化改革，打造“最多跑一次”园区政务服
务样本。

“最多跑一次”事项按照即办件、网上
预审、全程网办、在线咨询、现场受理 + 快
递送达、 预约上门服务等类别逐项确定办
理方式。同时，依托市“互联网 +政务服务”
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思想、新技
术、新方法，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一窗办
成多项事”。

据悉，长沙高新区“最多跑一次”事项共
计 502项，包括《长沙高新区部门权力清单》
中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征
收、其他职权和依申请类公共服务事项共计
6个类别的政务服务事项， 涉及全区 24个
部门(单位)，占全部政务服务事项的 97%。

此外， 高新区还根据企业需求， 充当
“义工”，提供全程化、保姆式的报建代办服
务。“针对企业的不同需求采取‘代办 +带
办’的模式，提高项目服务能力和水平，确
保项目顺利推进。 ”

4 月 18 日，长沙高新区开展“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取消相关审批、简化审批程
序、优化准入管理等。

高新区也积极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在
依法行政的基础上，“一企一策” 确定服务
内容，优化程序，优化并联审批，使项目尽
早开工建设，尽早发挥效益。 比如，为了推
进杉杉能源项目， 高新区与湖南杉杉双方
开启了“竞赛”，把《工程建设进度表》当成
“军令状”，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在了解到我们科研生产场地有限，影
响了一批大型项目研制进程时， 高新区主
动对接，为我们新批了一块 40 亩的工业用
地。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高新区了解到公司
为中国大飞机项目配套所需要的场地还要
加大时，又快速与周边企业协调转换了 20
亩土地给我们， 缓解了发展大型飞机项目
的场地问题！ ”航天环宇副总经理詹枞生激
动地告诉笔者，“今年公司将整体搬迁，开
始全面投产。 ”

项目建设是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生命线”和“牛鼻子”。为促进项目早开工、
早竣工、早投产，高新区举全区之力推进项
目建设，强化分级调度、领导联点、要素配
套、项目移交、用地保障、报建代办、配套跟
进、开工约谈、施工维护、竣工验收等 10 个
推进机制，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一件件“大国重器”制造完工走向世界
各地；一颗颗打上“麓谷印记”的卫星闪耀
太空； 一座座总部经济大楼拔地而起……
长沙高新区，这座国家级园区，向世界展示
了创新驱动、 开放崛起给一个地区经济所
带来的澎湃动能。

航天环宇为北斗、高分、神舟、嫦娥、天
宫、ARJ21、C919、CR929 等高新装备攻坚
克难，取得众多国内领先、填补国内空白的
技术工艺成果。

中 联 重 科 3200 吨 履 带 起 重 机
ZCC3200NP，成功完成“华龙一号”核电
穹顶吊装任务。 是当今世界起重性能最
强、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超大吨位移动式起
重机之一。

由博翔新材料研制的含铍系列第三代
SiC 陶瓷纤维， 获得了空气中 1250℃下优
异的耐高温性能， 实现了碳化硅纤维技术
与生产的重大突破。

景嘉微的国内首款具有完全独立自主
知识产权的图形处理芯片， 打破了我国图
形处理芯片长期被国外芯片垄断的局面。

……
“重大突破”“刷新纪录”“填补空白”，这

些词汇是“麓谷智造”迈向高端的实力象征。
企业发展，产业提质。 1—5 月，高新区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

与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产业、现代服务业
五大主导产业全线增长。

按市委、市政府部署，长沙聚焦 22个工
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 中高端升级。 其中，17个产业链与高新
区息息相关，4个产业链办公室设在麓谷。

紧盯麓谷“两主一特”产业定位，高新
区以围绕“产业链建链、强链、补链、延链”，
对国内外产业链上中下游关键环节、 骨干
企业、领军人物全面展开信息收集；绘制产
业链发展的全景图、现状图，建立了招商项
目库、客商库，做到了按图索骥、精准招商。

细心观察就会发现， 麓谷近年来引进
的大项目，都是瞄准具有开放的平台气质、
拥有强大配套带动能力的产业链条上的核
心企业。

总投资 20亿元的湖南航天麓谷产业园
项目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〇六八基地
投资建设，将重点发展航天系统工程和航天
高新材料，涵盖惯导产业、伪装器材、浮空器
装备、微波器件、铝碳化硅复合件以及高新

材料等产业， 预计到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30亿元。“全生态产业园区”的定位就说明
了产业园绝非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唱“独角
戏”，而是引入众多合作伙伴共同运营。

此外，总投资 8.5 亿元的跨境电商产业
园项目， 将建设跨境电商创业基地及公用
型保税仓、跨境电商商务配套区，形成“一
心一区”（国际会展中心及跨境电商创业
区） 的高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及公用型保
税仓，将带动、吸引一大批电商企业向麓谷
集聚。 这些项目块头大，辐射能力强，此外
最重要的特点是———面向未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产业形态会呈现出
从低级向中级、高级不断攀升的特征，这是
产业演变的自然规律， 是提高发展质量和
效益的必由之路。

在麓谷， 一批面向未来的创新型支柱
产业集群正加速形成， 传统动能也焕发新
生机， 长沙高新区正加速迈出转型升级步
伐，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加速
转换，向价值链高端跃升。

6月 14日，笔者在杉杉能源“10万吨锂
电动力电池材料长沙基地”项目现场看到，土
地平整已经完成，两个车间正拔地而起。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1200 亩，其中一期
用地约 219 亩，主要生产三元材料、钴酸
锂、锰酸锂等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全部
建成后， 预计年产能达 10 万吨， 年产值
200 亿元。 该项目今年 2 月开工， 预计 9
月 15 日主体竣工，11 月 30 日投产，将成
为长沙高新区历史上“洽谈最快、签约最
快、开工最快、竣工最快、投产最快、见效
最快”的项目。

在华凯创意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
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抢抓工程进度。 据悉，该
项目是湖南省钢结构跨度最大、技术含量最
高的建筑之一，基地投产后将成为中南地区

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影视特效创意制作基
地和中南地区文化创意企业地标。

“项目一期主体结构已经顺利封顶，即
将进入钢结构、幕墙等配套工程施工，并有
望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华凯创意项目
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长沙高新区中电软件园， 中国长城
总部基地及产业化项目正加紧建设。 中国
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戴
湘桃介绍，该项目计划投资 51 亿元，未来
还将持续加大投资， 预计明年厂房建设完
工，企业可实现入驻。

北斗微芯产业应用项目现场， 基础建
设正在火热进行， 年底北斗大厦等主体工
程将封顶， 投产后将成为长沙北斗产业发
展的领军企业。 中电软件园二期项目 2000

平方米的展示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今
年主体建筑将建成 7.8万平方米……

今年以来，长沙高新区以“产业项目建
设年”为总揽，全区上下以企业为中心，围
着项目转、盯着项目干。截至 5 月底，全区
购地产业项目累计开工 11 个、 竣工项目
5 个，预计全年开、竣工项目累计不少于
50 个。

项目兴则产业强。“今年以来，我们按
照‘稳住、进好、调优’的总基调，坚持‘率先
打造五千亿级园区、挺进全国十强’的总目
标，以深入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为
抓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推
动智能制造、产业链建设，着力降低企业经
营成本，实现经济快速、高质量增长。 ”长沙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谭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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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18 年，长沙高新区捷报频传，多个
重大项目落户，大项目、好项目成为长沙高新
区发展的高频词。

预计数据显示，1—5 月， 麓谷园区企业总
收入 1436 亿元，增长 16.5%；规模工业总产
值 475 亿元，增长 13.5%；“四上”服务业收入
190 亿元，增长 25%；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累计 74 亿元，增长 25%；财政总收入 48.6
亿元，增长 25.6%。 主要经济指标达近五年来
最好水平。

作为湖南产业培育和科技创新的主阵地、
主战场，今年以来，长沙高新区以“产业项目建
设年”为总揽，以“一套班子”“三个清单”“五大
机制”抓建设，构建“引进洽谈一批、签约储备
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的项目建
设新格局，做到“四办三到”（预约办、马上办、网

上办 、代替办和不叫不到 、随叫随到 、服务周
到），形成了“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

长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周庆年表示， 长沙
高新区将继续抓牢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围
绕产业链定位，在“精准、舍得、执着”上下功夫，
完善招商工作机制， 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着力引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全力服务项
目建设，实现高质量招商、高质量建设，以高质
量的产业项目支撑长沙高质量发展。

6 月 7 日，长沙高新区举行 2018 年第二
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围绕长沙高新区“两主
一特”产业发展方向，湖大三佳总部基地及新
能源汽车产业园、 高至装备系统及配套研发
生产基地等 4个极具代表性的项目落户。

6 月 13 日，本月第二轮项目签约接踵而
至，泰豪军工长沙产业园、中部智谷·国际数
据基地等 6 个项目将落户麓谷， 为项目建设
再添一把火。

洽谈、签约、储备、建设、投产……长沙高
新区牢牢牵住项目“牛鼻子”，引进清控（长
沙）创新基地、中兴通讯终端产业项目、杉杉
能源 10万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基地、
中国长城总部基地及产业化项目等“500 强
企业”项目 4个，居全省各园区之首。

大项目何以青睐麓谷？
资本对发展机遇、 投资环境的感知和体

认是最敏感的， 投资者把长沙高新区当作投
资首选地和最佳发展地， 当然是看中麓谷的
当下及未来。

5 月 8 日， 在长沙市自主可控及信息安
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高新区成立大会
上，被问及中国长城为何选择长沙高新区时，
中国长城总裁陈小军说， 他被长沙高新区的
国际视野、科技战略、建设蓝图所打动。

“我们在全国考察了十多个园区，最终把
项目选择在长沙高新区落地， 得益于长沙高
新区良好的政商关系及快捷的办事效率，从
我们 3 月底接触洽谈到 6 月上旬项目落地签
约，前后不到 100天时间。 ”泰豪军工董事长
蒋明庆说。

的确，长沙高新区在对标国家一流园区，
从国家战略、区域发展、招大引强中找动力，
可谓不遗余力。

2016 年开始，长沙高新区创新招商引资
模式，通过成立招商、项目建设、两帮两促 3
大领导小组服务项目， 分别负责从项目的洽
谈到开工、从开工后到竣工投产、从投产后到
营运三方面的工作；发挥招商合作局、重大项
目投资局、长沙信息产业园、创业园服务中心
4支招商队伍的力量。

同时，成立 3 个招商工作站：北京站———
主要面向央企和移动互联网企业；上海站———
主要面向世界 500强、 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
深圳站———主要面向民营企业和港资企业。 狠
抓招商工作，提供最优服务，以促进高新区招
商引资、项目推进和企业帮扶的工作，贯彻企
业发展的整个周期，推动麓谷产业项目迅速发
展，助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今年以来，长沙主动对接“产业项目建设
年”活动要求，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
程”，在产业链招商上精准发力，长沙高新区
迎来 2018年招商引资“大丰收”。

今年 1-5月， 长沙高新区共铺排购地产
业项目 94 个， 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21 个
（50亿元以上 8个）。项目总投资 972.1亿元，
年度投资 192.1 亿元。 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
年产值近 1800亿元，年利税超过 55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来
势喜人：华为云孵化创新中心项目、回家吃饭
全国总部项目、奇点金服全国总部项目、招财
进保项目、自兴人工智能项目等项目在 2018
互联网岳麓峰会集中签约……

截至 5 月底， 高新区移动互联网企业总
数达 5574 家；1—5 月移动互联网产业产值
达 150亿元，同比增长 23%。

深耕服务
为项目建设发展保驾护航

产业跃升 向价值链高端发力

项目争速
支撑高质量发展

招商引资
为麓谷赢未来

红太阳智慧工厂。

中国电科。

长沙高新区集聚了一批与移动生活相关的
移动互联网企业。 图为基石信息工作人员正在
对无人机进行生产。 袁路华 摄

中电软件园内，聚集着许多优秀的移动互联网企业。 彭社欣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长沙高新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