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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慧

一年收官季，长沙产业链建设也到了
最关键的冲刺阶段。

10月11日， 长沙市召开产业链建设
工作推进会，据初步统计，本年度长沙市
投资计划中的276个重大项目，前三季度
累计完成投资683.2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
86.6%，10个产业链项目的投资完成进度
已达90%以上。

“链长”挂帅 精准对接
10月，又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德

国大陆集团落户长沙，开启了长沙智慧城
市共建合作之路。

今年6月以来， 京东无人车总部、华
域视觉汽车智能车灯、桑德集团新能源智
能汽车产业园、广汽三菱汽车零部件产业
园、世冠汽车总部等项目陆续签约落户长
沙，为延伸长沙汽车产业链条增添了强劲
动能。

去年11月， 长沙市委、 市政府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长沙市工业新兴及优势产
业链发展的意见》，确定了22条新兴优势
产业链； 长沙市产业链建设如火如荼，建
立了“市领导联点产业链、抽调干部组建
工作团队、聚集园区设立办公室”的工作
机制，为全国首创。

各链条设立“链长”，各联点领导既当
“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指导各产业链
编制完成了产业链全景图、现状图，充实
完善了产业链招商项目库、客商库，千方
百计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浏阳经开区依托蓝思科技、尔康制药
等龙头企业，壮大产业集群，目前电子信
息产业已聚集了40多家相关企业； 映客
直播第二总部、AECOM华中区域总部、
美团B2B业务湖南总部和诺亚财富等4大
项目签约落户湘江新区，为移动互联网产
业链增添了发展活力。

据统计，今年以来，各“链长”深入研
究产业链，积极开展精准对接，截至目前，
长沙市新签约投资额2亿元以上的产业
链项目共计104个， 计划总投资1643.89
亿元。

垂直整合 横向聚集
深知任重而道远，快马加鞭未下鞍。
作为长沙市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

手，如何在产业链建设中，保证既有垂直
整合，又有横向聚集？

这就要求项目工作人员既是“招商
员”，又是“服务员”，还是“政策宣传员”。

各产业链办公室紧紧围绕产业链高
端、关键、紧缺环节，紧盯世界500强、中
国500强、行业前10强、大型央企、上市公
司等龙头企业，着力推动产业链朝价值链
中高端发展。

长沙的22条产业链中，汽车、生物医
药和食品产业是优势支柱产业，移动互联
网、检验检测、大数据是重点发展的新兴
或特色产业。 针对不同产业链的情况，产
业链办公室注重精准培育， 整合政、 产、
学、研、金各方资源，采取“一企一策”形
式，着力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甚至“独
角兽”企业。

“进展如此顺畅， 这是我们从来都没
想到的。” 中国通号长沙产业园项目相关
负责人介绍，大到园区建设规划，小到员
工吃饭，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一直扮演着服
务者的角色，积极协助解决问题。

未来，中国通号这个占地400多亩的
工业园，生产出的有轨电车将驶向全球各
地，成为湖南以及中国的骄傲。

为了更好地服务项目建设，长沙市进
一步优化政务环境，以“最多跑一次”改革
为重点，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

精心布局 合力“强链”
整合链条，才能相得益彰。
宁乡市启动“百日大会战”，宁乡经开

区率先行动、科学部署，迅速制定了园区
产业项目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为重大项
目量身制定了“一企一策”推进表，掀起了
项目建设的新高潮；

湖南湘江新区开启“产业项目建设
年·攻坚季”，相继举办18场专场活动，13
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15个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9个项目陆续竣工，8家单位发布科
技创新成果，“强链”效应不断凸显。

不仅如此， 长沙注重构建从产业链
上游到终端应用场景的完整“生态圈”。
比如， 在推进自主可控及信息安全产业
链建设过程中， 紧抓中国长城、360企业
安全集团等龙头企业，启动“湖南万台工
程”项目、开展长沙自主可控基础软硬件
适配中心建设， 有效弥补自主可控及信
息安全产业链中“信息安全” 板块的短
板，为今后产业生态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如今在长沙， 已形成了“一盘棋”思
想，注重园区之间、产业链之间、企业之间
的资源整合，深化政府、企业、高校院所的
力量整合，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工作，
推动全市产业转型升级 , 走向高质量发
展。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陈妙琼 殷利

68岁的王新华阿姨登上了舞台，和老搭档
杨佑仁献上了花鼓戏《你待同志亲如一家》，字
正腔圆；57岁的李显淑阿姨站到了麦克风面
前，充满感情地朗诵《我爱我的国》。这是两位
失去了孩子的妈妈， 面对150多位失独家庭的
父母亲,表演了自己拿手的节目。10月16日，长
沙县举办“茶悦重阳，爱在左右”快乐重阳节活
动，温暖了一个特殊的老年人群体。

长沙县18个镇街的150余名失独老人当
天一起参与了活动。“失独老人在经历了这样
的人生大悲之后,又因为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
能独自承担精神上的空虚。 他们社交功能退
化, 又没有子女陪伴，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

爱。”主办方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下午的表演现场， 暖色基调自然雅趣，鲜

花、竹影、银杏、书法等现场布置让人眼前一
亮；二胡演奏、古筝伴奏、茶道表演，一个个充
满古典韵味的节目轮番上演。长沙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为计生特殊户送上陪伴的礼品，还组
织这些特殊老人们参观杨开慧纪念馆、开慧故
居和慧润板仓露营基地等地。

“计生特殊家庭曾经为全县计生事业和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会优先考虑他们
的特殊困难，落实好相关帮扶政策，充分给予
人文关怀。” 长沙县卫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没有了孩子，我们还有爱”。记者今天留意
到，长沙县请来的特殊客人们，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焦虑和痛苦，整体显得坚强，有的甚至充分

展现了人性中乐观、阳光和积极的一面。
王新华阿姨有过午夜梦回的辛酸，但和先

生人前人后总是绽放笑颜，她是长沙县青山铺
镇青山铺社区老年文艺宣传队的活跃分子，有
时还去安慰其他失独老人。

“我们这个群体的人，心态很重要。”李显
淑阿姨平时积极参加义工活动，表演、游泳等
爱好也很丰富，还交了不少年轻的朋友。她说，
如果孩子们在另外一个世界有知，是不是希望
父母过得开心？

前几天， 李显淑还参加了湘龙街道她所住
社区邻居组织的爱心活动， 到春华镇山区摘柿
子，帮助一户孩子是盲人、父母年迈无力收柿子
的家庭。她说，那天大家尽管劳累，但是过得很
开心。“献爱心是一种付出，付出是一种幸福。”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琼

“大清早,村里的老人们都陆续赶到村部
来了，有好吃的好看的还有礼物，政府对我们
老人真是好啊！”10月16日， 又快到重阳节，在
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丰收村村部，70张桌子
有序排列，700多位老人边吃零食边看花鼓戏
边唠嗑，空气中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杨泉
志老人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这是他第三次参
加村里组织的老人“节日派对”了。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丰收
村是省级贫困村，2012年村里的人均收入不到
6000元。 为了让老百姓都凝心聚力到家乡的
发展，该村一方面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
级，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关心老百姓
的精神文化生活， 特别是关注老年人的生活，
建立老年活动中心，组织老人免费体验，举行

各种文艺比赛，让老年人老有所乐，从而让年
轻人更好地投入到生产生活中。 到了2017年，
丰收村的省级贫困村“帽子”摘掉了，人均收入
已达12000元。 村里也走出了很多致富带头
人，他们不忘反馈乡梓，接过孝老爱老的接力
棒。自2015年村里举办了首届老人节后，今年
是第三次举办该活动了。

“希望后辈们对前辈多一点孝道，多怀感
恩之心，传承好中国的传统；同时 ,
也呼吁社会和政府对我们空
巢老人多一份关心， 多一
份关爱。” 张学超是土
生土长的丰收村人，也
是湖南省慈善总会
的常务理事， 从事
会展服务。 为了搞
好这次聚会， 他一

个人出资10万元。他介绍，他的父母住在村
里，老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3兄弟都在外面
上班， 平日里父母没少得到父老乡亲的照
顾，做这些尽点孝心是应该的。

蔡有良为老人送肉送现金，还出资硬化村
路；刘金华探亲回家发现闸坏了，自己请人修
好； 周明主动为老年活动送上1万元现金……
老人们细数着村里的孝道故事，一边吃着水果

一边打着拍子，笑意写在脸上，幸福装
在心里。 年逾7旬的杨奶奶高兴

地说：“这样的联欢会让我想
起当年在工厂上班的时
候， 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子

就年轻了。”

舞活产业链
———长沙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下）

“没有了孩子，我们还有爱”

� � � � 右图 ：10月16日，长
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
桂庄社区，老党员们观摩
皮影戏。 重阳节到来之
际，该社区组织老党员观
摩《斩包勉》皮影戏。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左图：10月16日，
嘉禾县一鸣教育集团
开展“爱在重阳”尊老
敬老活动， 组织师生
走进敬老院， 为老人
们送去牛奶、水果、米

面等慰问物品， 并为老
人捏肩敲背、打扫卫生、表

演节目，喜迎重阳节。
黄春涛 李艳三 摄影报道

700多位老人“节日派对”乐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