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4
2018年12月3日 星期一

版式编辑 冉 明

乘风破浪 直挂云帆济沧海
———雨花区改革开放一线奋斗者掠影

从进场到投产，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
仅花了 39天。 这是长沙市雨花经开区在服
务项目创下的“雨花速度”。 鲜有人知的是，
这个项目雨花区经开工作人员从接触到落
地，前后花了 4年时间。

2015 年，经省政府批准，雨花经开区设
立了全省第一家也是唯一的机器人产业集
聚区，重点引进机器人全产业链关联企业。

“不是什么企业、 什么产业都往里面
装。”园区招商其实并不愁，但雨花经开区招
商团队轮番往来北、上、广、深等地，为的就
是能引进一批优质机器人企业。

招商团队“看中了”大族激光。 但“郎有
情妾无意”， 大族激光那时并没有落户中西
南地区的布局意向。

2014年深圳洽谈会期间，长沙市主要负
责人带队考察深圳大族激光生产基地时，提

出问题的专业程度令大族激光总经理陈焱印
象颇深。 原以为只是“浏览”一下车间，走一下
过场，预计半小时的行程，最后双方一见面就
“来了电”，交流了 2小时还意犹未尽。

雨花区迅速把握这次“升温”的会谈，正
式开展“追求”。

付出满腔热情，“佳人” 却兴致不高。
2016 年，洽谈多次遇到瓶颈。 同年，雨花区
经开区在北京、上海、深圳成立外办小组，主
动通过邮件、微信等多种形式，向企业负责
人介绍园区的发展动态。双方感情逐步进入
“热恋”阶段。

参与招商的雨花经开区工作人员胡译
方说：“招商不能‘半路失踪’、不能‘无疾而
终’，要始终抱着恋爱精神，‘你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 ”

胡译方等人在接触中了解到，不少机器

人智能制造企业中意“前面办公、后面厂房”
的模式。 得知这一情况，雨花经开区提前谋
划，把厂房、办公研发用房分开建设好。 同
时，还依托园区开发公司专门为机器人智能
制造产业建设了两个相邻的工业地产项
目———康庭园和智庭园。

到 2017年， 大族激光工作人员再次应
邀来园区考察时，厂房、办公房、地产项目都
有，与该公司预想基地要素高度吻合。 双方
一拍即合，在 2017年先成立了运营中心。

今年 9月，大族激光把公司中西南地区
最大的研发、制造与服务基地落地到雨花经
开区。“我们从签约到建成投产，只用了 3个
月时间，5.6亿元的投资 3个月见到效益。这
得益于园区提前谋划布局，把基础设施先期
完成建设，只待企业入驻。”该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

提起劳动服的采购，不少人总会想去高
桥大市场看看。 对商户袁长江来说，1999年
的“一看”，成就了他今天 2亿元的生意。

1999 年 7 月，袁长江从湖北来长沙，为
地处武汉汉正街的制衣家族企业寻找转型
之路。

“我第一眼看到高桥，我就知道这个地
方符合我选址的所有条件，它面积大，人流
多。 ”同年 9月，20岁出头的袁长江，从家里
拉了一车衣服样品，来到了高桥大市场。

袁长江很大胆，货到了高桥，既没有找

好门面，也没有找好住所，更没有客户源。最
后在高桥的油脂市场找了处 24 平方米的门
店，吃、住都在其中。

因为产品和门店位置差异过大，袁长江
的生意显得有些“尴尬”。很快他就找到了门
道：找到高桥劳动制衣门店的同行。 以这种
思路， 开店第二天卖出去了 350 双帆布手
套，赚了 525元钱。

“高桥的门面‘一店难求’。 直到 2001
年，我才有机会在服装市场找到一家别人转
让的店。”但这处 24平方米的门店转让费就
要 47500 元。 袁长江那两年的利润也才 5
万元。

“我还是决定搬。 原因在于服装市场同

行齐聚，客流会更大。 ”事实证明了他的判
断。 来他门店采购的企业慢慢多了起来。

2003年元旦，袁长江决定再搬一次。原因
是，彼时高桥大市场正经过提质改造，新建的
皮具城，比之前的规划得更好，路更宽。 这一
次，19平方米的门店，租金 5.8万元一年。

“租金的飞涨，其实侧面说明市民对高桥
大市场的认可。 来的人多，门面旺，租金才会
水涨船高。 ”1月 2日，新门面开张的第二天，
袁长江接下了单笔订单 400件的工作服。

2010年， 袁长江找了 86平方米的大门
店。“如果说 2010年我们还只是个夫妻店，那
么 2010年后我们已经是个小规模的公司了。
有了稳定客户群，有了自己生产基地。 ”

客户结构也在此时发生改变。 2010 年
后，山河智能、蓝思科技、三一重工等省内知
名企业，与袁长江签订年度合同，预订工厂制
服。 到 2013年，公司已有 7000万的产值。

2013 年， 我省工程机械类企业发展出
现波动，袁长江产量遭受“断崖式”下跌。 袁
长江明白，“这是公司过度依靠几个大客户
带来的弊端。 ”

如何转型？ 需重新找回以前的小客户。
“高桥市场的繁荣，再次让我们东山再起。 依
靠高桥密织人流， 我们依靠进店采购商实现
平稳过渡。 ”目前，公司已向平台型公司转型，
整合行业上下游资源，为同行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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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
礴。 ”

生机勃发的改革开放， 是所有奋斗
者的事业。

在雨花区这片崭新的天地里， 无数
奋斗者挥洒着汗水，燃烧着激情，不畏困
难而拼搏向前。

高桥大市场、雨花经开区、德思勤文
化广场、 红星大市场……一个个光辉的
坐标，凝结的是一代代人的奋斗！

商贸升级，流通改革，文化惠民，基
层自治， 精神文明培育……一个个精彩
的转型，彰显的是一代代人的智慧！

改革成就从何而来？ 来自每一个基
层奋斗者付出的每分每秒， 来自每一个
创业者的拼搏进步， 来自每一个道德好
人的榜样力量……他们的勤劳， 他们的
意气风发，如涓涓细流，鲜活、欢跃而顽
强，汇聚成奔腾向前、气势恢弘的改革之
河、时代潮流！

今天， 我们撷取了改革开放历程中
部分奋斗者的身影，他们有的来自外地，
独身闯市场，在雨花区取得成就；有的是
“80”后、“90”后，创业的同时希望能扩
大文化的传承； 有的是身体不便的残障
人士，从以前的“被爱”到传播爱；有的是
基层工作人员，身赴一线，为引进项目久
久“痴缠”……

他们的故事，给人力量，催人振奋！
他们的奋斗，是一群人的缩影，是一代

人的担当！
今天，我们希望能用他们的故事，试

图回答雨花改革硕果从何而来。

2008 年， 命运给了肖卓作一记重击：那
年 8 月，结婚前夕，因患脊椎血管瘤，肖卓作
变成高位截瘫残疾人。

———如果你在这样的处境， 你的生活会
怎样？肖卓作经营得很好：开网店，作讲座。更
重要的是，在她的发起下，成功举办了“全国
轮椅马拉松。 ”她带着其他瘫痪的小伙伴，乘
着轮椅自由“奔跑”。

肖卓作也曾痛苦过。 2008年的一天，一群
爱心人士再次来家里为肖卓作送来一些物资。

肖卓作问：“我们素不相识， 你们对我这
么好，我无以为报？ ”

“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你笑了，这就是一
种回报，这就是一种力量！ ”

力量？肖卓作久久思考这个词。最后她找
到红十字会：“我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吗？ 我
也想给其他处在困境的人带来力量。 ”

很快， 她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红十字
会，红会有一家义卖网店，她成为网店客服。
而后又在淘宝网开了一家名为“加油吧，卓
作”的网店，热心帮助残疾朋友在网上卖工艺
品，还教一些残疾朋友开网店创业。

肖卓作还将自己义卖的爱心款送给需要
帮助的人， 时常探望孤残儿童， 支持灾区救
援，通过网络耐心为失意的人做心理疏导。同
时，到学校、监狱、部队做演讲，以自己的故事

激励、感染更多的人。
2012 年 3 月， 肖卓作加入中国好人网，

申请成为志愿者。同年 11月，经网友投票，她
荣登中央文明办“中国好人榜”。

长沙市雨花区宣传办为肖卓作送来一台
定制的可以运动的轮椅。“我还有梦，我想去
追逐，去飞翔。 ”

2014年，她报名参加了长沙马拉松。“马
拉松传递的挑战自我、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精
神，这不就是我们需要秉持的吗？ ”

她不是一个人跑，而是带动她身边的残障
人士一起奔跑。 2014年，肖卓作向长沙马拉松
组委会申请，在湖南举办一场轮椅马拉松。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易。 出于安全考虑，
组委会犹豫再三，肖卓作再三争取，并展示
香港轮椅马拉松的模式。 组委会同意后，肖
卓作又积极寻求捐款和赞助。 最终，百余名
轮友成功参加。

2015年，长沙举行国际马拉松 5公里迷你
赛，肖卓作说服组委会，第一次让轮友们取得参
赛资格。 她组织一支特殊队伍———“美人鱼跑
团”，带领 15位重度残疾的轮友参加比赛。

“我们希望通过跑马拉松来传递一种力
量，让更多的残疾人士振作起来，站起来。 ”

“10 年了，我从最初的被爱转变为施爱，
能帮助到更多人，这是我最幸福的事。 ”

神农茶都文化园的所在地， 是火焰村村
民的安置区。

2013年，“80后”王志高在附近市场寻找
商机时，一个想法慢慢形成：或许，他可以集
中把村民空置门面盘活， 由他创立公司进行
统一招商，吸引国内顶尖茶企入驻。

王志高来自福建茶乡， 对茶文化有着浓
厚情结。创业的思路也很清晰：一枝独秀难成
春。要把茶文化传承就必须走产业化道路，而
只有茶企业集聚才能迸发“1+1＞2”的力量。

创业之初， 王志高困难重重。 人生地不
熟，为发展客源只能发传单，抱着电话本一个
个上门去拜访。

甚至 2014年除夕，王志高和他的团队没
有在家过年，跑遍福建、广州、云南等中国著
名的产茶地。 付出很快就带来了收获，仅 100
天时间，就引入百家茶企签约入驻。

“5 年来，雨花区委区政府给了我们很大
支持。 ”王志高介绍，政府不断加大对火焰社
区的提质提档， 如今，“不少市民在采购产业
的同时，也纷纷与园区地标合影‘打卡’。 ”

王志高提及的“网红”地标是指一尊 9.98
米高的茶祖神农像。 充满浪漫想象的神农神
像屹立在步行街广场中央，与镌刻有神农赋、
介绍茶叶起源和发展的文化长墙互为呼应。
茶文化步行街两侧，雅致怡人、彰显古韵的茶
品牌形象店林立。

在王志高及其团队的运作下， 不少企业
在这里发展壮大。 销售茶叶不再是“主打目
标”。 有的企业自主研发出智能煮茶机；有的
企业依托茶叶基地发展旅游； 有的企业转型
做茶玩……

茶企的发展， 也成就了王志高的茶文化
传承梦。王志高团队不断举办各种活动，让市
民、学生等群体参与茶的制作。

“越来越多的人爱喝茶，会喝茶，茶的制
作手艺在神农茶都传播、分享，茶的文化、茶
的传承氛围在神农茶都浓厚、发酵。 ”

据介绍，神农茶都成立 5 年来，不仅将火
焰社区内的安置房小区蝶变成文化产业名
片，更为当地居民带来租金收入超过 1 亿元，
解决 2600余人的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雨花区高度重视项目建设，抓布局、抓引进、抓储备、抓落地、
抓服务、抓进度、抓培育，干部队伍工作力度不断向项目倾斜。 以抓大项目、好项
目为主线，以提速、提效为内涵，项目建设风生水起。

“招商就是谈恋爱，不能‘无果而终’”

改革开放以来，雨花区以包容的心态，开放的姿态，不断引导、
推动青年成长进步。 支持文化创意项目、支持小微企业成长、培育创
业项目，可以说，今天的雨花有更优良的条件，让青年有“立志做大
事”的激情和期待。 不少青年在这里用青春作桨，驶向梦想彼岸。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雨花区精神文明建设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引导推动全社会树立文明观
念、争当文明公民、展示文明形象。 以更加坚定的主流价值、更加高扬
的道德旗帜、更加清朗的社会风气，聚合起同心同德的磅礴伟力。

“我从汉正街来，高桥大市场给我事业新生”

“文化的传承在产业兴旺中浓厚、发酵”

“社会给我力量，我也要给其他人力量”

湖南机器人产业聚集区。

提质改造后的高桥大市场国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雨花区通过释放市场活力，培育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环境，
破障碍、去繁苛、筑坦途，雨花区已然成为创新创业乐土。

奋斗者：胡译方 雨花区经开区工作人员

奋斗者：王志高 神农茶都文化产业园运营者

奋斗者：肖卓作 “中国好人”获得者
奋斗者：袁长江 高桥大市场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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