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项目从谋划到建成， 需要经过选
址、申报、立项、审批、落地、开工、建设等众
多环节，涉及规划、发改、国土、环保、住建
等多个部门， 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
题，都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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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回到 2018 年 6 月， 正是大陆集
团为其在中国区第 28 个中央电子工厂选
址举棋不定之时。 这个高质量的好项目吸
引了大批城市竞逐， 其中不乏直辖市这样
的“重量级”选手。

长沙经开区在接触到这个项目后，通过
亮底牌、表诚意，使得原本选址其他城市的

“金凤凰”择长沙而栖；面对合作中出现的用
地困难，迎难而上，通过高效率、优服务，“施
展挪移法”一解难题，最终促成了合作。

未来，如虎添翼的“汽车湘军”动力更
足， 必将开启湖南汽车生态系统升级的新
篇章。

“看得见的表象是项目建设进度不断
加快， 看不见的内涵是项目建设环境更加
优化。 ”长沙市重点办负责人介绍说，日新
月异的项目建设现场背后， 是市领导既挂
帅又出征、率先调研帮促项目带来的动力，
是全市各级各部门精准发力带来的实效。

今年来，市委书记胡衡华、市长胡忠雄
等领导现场实地调研督查项目 100余次，召
开项目现场办公会、 专题协调会 120余次，
牵头协调解决了重点难点问题 140余项。

不仅如此，长沙市不断简政放权，进一
步深化审批改革，印发了《行政审批“两集
中、两到位”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全
市项目审批权限做到了应放尽放， 立项审
批时限从 5 个工作日缩减至 3 个， 较法定
20 个工作日快了 17 天， 创造了良好的营
商环境。

春江水暖，产业先知。 长沙市委、市政
府加速项目攻坚的系列举措， 犹如春风拂
来，全市产业为之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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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区管委会一直扮演着服务者的角
色，协助解决问题。 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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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长沙以及中国的骄傲。

为了更好地服务项目建设， 长沙市不
断优化机制。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最多跑一
次”改革，重点落实建好一张网、造好一个
表、办好一个厅、最多跑一次。 市直部门、园
区和区县（市）政府，通过全市统一的受理入
口接收群众和企业的服务申请，办理结果通
过全市统一的办结出口向群众和企业反馈。

大项目云集、大产业勃发，从来都不是
一时一日之功。每一个项目成功落地、顺利
推进的背后， 都凝聚着全市上下奋发赶超
的精气神。全市范围内，各园区甚至还建立
了项目协调、全程代办和绿色通道等制度，
“保姆制”“小二制”“楼长制”等创新制度纷
纷出台， 为工业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立体
式服务， 让这块湖湘之地成为投资者和创
业者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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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论英雄， 以项目论能
力”， 这份理念早已深深扎根于长沙
千万个项目建设者的心里。 进入第四
季度，项目建设进入攻坚季，全市上
至领导， 下至基层干部保持定力，无
一不为项目发展而鼓足干劲。

生产如火如荼， 建设热火朝天。
近日，在中建五局三公司承建的伟创
力二期项目工地上，2000 余名工人
驻扎于此，100 多台机械设备日夜轰
鸣。

作为目前望城经开区最大的产业
项目， 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项
目也是全省“五个 100” 重大招商项
目，省市重大产业链建设项目。 目前，
伟创力已完成 14 条 SMT 生产线和
12 条组装线安装调试，手机日均产量
达 5 万台。 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让
人惊叹，创造了项目建设的“新速度”。

速度源于力量， 力量来自于坚
守。 望城经开区盯着项目不放，实行
挂图作战、项目会战，对困难攻坚，与
时间赛跑，把项目引进来、建设好。

放眼全市，各大园区项目持续上
演着“速度与激情”，善用速度、市场、
资本“三大力量”， 把园区作为主阵
地，把工地当成新赛场，赛出了项目
建设的“新速度”。

这与长沙市突出发展导向、抓好
谋划密切相关。 去年下半年开始，长
沙市发改委着手对全市重大项目建
设进行铺排谋划， 突出“早”“新”和
“大”三大特征。 今年伊始，根据项目

铺排情况和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再次
对项目计划进行了全面论证研究，制
定了《长沙市 2018 年重大项目投资
计划》，铺排重大项目 1050 个，年度
预计投资 3156 亿元。

10 月，项目建设到了最关键的冲
刺阶段，长沙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抓
产业育动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
现省会城市的新作为。

走进长沙高新区， 杉杉能源 10
万吨锂电动力电池材料长沙基地上
繁忙不已，已建好的厂房内，工人们
正在安装、调试生产设备，有条不紊。
这个今年 2 月 3 日开工建设的项目，
6 条生产线将于近期投产， 项目全部
建成后， 预计年产值达 200 亿元以
上，是高新区当年签约、当年建成、当
年投产的“高效项目”。

据了解，长沙市推行重大项目建
设和服务“一把手”负责制，明晰工作
责任。 制定下发《长沙市推进“产业项
目建设年”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加
快实施“五个 100”工程的通知》《关
于进一步加强重大项目调度工作的
通知》，明确了目标任务、工作思路和
推进举措；建立“五个一”调度、五张
清单台账管理、分级调度和分类协调
等机制，强化项目调度管理；建立了
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联席会议制度，
书记、市长任总召集人，统筹协调推
进全市产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一个项目是一个增长点，一个产业就
是一个增长极。

自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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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链以来，产业链建设如火如荼。

10 月 16 日， 广汽三菱研发中心和零
部件产业园开工及其发动机工厂投产活
动在长沙市经开区举行，省委书记杜家毫
宣布项目开工并考察了发动机工厂，标志
着全省汽车产业已从单一企业的竞争升
级到产业体系和配套能力的竞争，湖南迈
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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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对接。 截至目前，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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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仅是众志成城的决心，更是万众期待
的成果，凝聚着所有项目奋斗者的辛勤汗
水。

全市各产业链办公室深入研究产业

链，搭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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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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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三招三引”，着
力推动产业链朝价值链中高端发展，并借

助产业链龙头企业，以点带面推进产业链
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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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涌星城、千帆竞发。 今天的项目布
局，就是明天的发展格局。 长沙市不负时
代机遇，更不负万众重托，在新时代的今
天，以项目建设为己任，为项目建设而不懈
奋斗，谱写出未来城市发展的新蓝图，人民
幸福生活的新画卷！

保 持 定 力，项目建设高效率

形 成 合 力，“链”上发展加速度

精 准 发 力，营商环境更优化

———长沙市推进重大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纪实

项目兴城，产业兴市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长沙市重点办提供)

■ 金 慧 徐艳艳

项目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城市强。
城市因人的聚集而形成，产业更因人的协作而趋于

壮大，产、城、人的互动，谱写了伟大的城市文明进行曲。
长沙这座千年古城，用开放包容的胸怀、敢为人先

的魄力，近年来不断加强改革开放，加强招大引强，创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吸引了许多产业项目纷纷落户扎
根，为未来城市的发展增添了强劲动能。

2018 年是湖南省产业项目建设年，长沙作为全省
的排头兵、转型发展的风向标，进入第四季度，项目建
设一片红火，初结硕果。

据长沙市发改委党委书记、主任夏文斌介绍，截至
9 月底，全市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708.8 亿元，占年
度计划的 85.8%； 重大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699.7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91.96%；276 个产业链重大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 683.2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86.6%，为长沙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杉杉能源大长沙基地厂房设备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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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经开区项目建设势如虹。

中建五局承建的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二期建设有条不紊。
胡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