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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自西向东呈三级阶梯的辽阔版图上，湘江向北是一条“特立独行”的河
流。

“福城”开福傍她而生，受她滋润，也是滔滔江水见证着这块千年的福地由贫到
富、由弱到强的巨大蜕变。

40 年，沧海一粟，
40 年，亦沧海桑田！
从长沙城北的一隅之地，到通江达海物流全球的“一带一路”金码头；
从被人戏谑的“北丐”到税收收入连续三年领跑全省城区的“北富”；
开福人在一届又一届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如奔流不息的湘江之水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深耕着 188 平方公里土地……用 40 年的“踏实践行”给改革开放决策
作了最好的印证。

今天的开福，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区域格局变了；
今天的开福，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能强了；
今天的开福，民生事业日臻完善，百姓心里暖了；
湘江北去，搅动时代的风云。
大城北起，谱写发展的传奇。

2011 年 11 月， 考古学家在万达广场工
地上发掘了两段宋明时期的古城墙，如今中
山西路南侧约 40 米处大概就是老长沙城的
最北端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长沙城北区仅辖中山
路之北，兴汉门之南，经武门之西至湘江这一
狭长地带，全境含如今的望麓园街道和通泰
街街道的一部分。

1949 年 9 月下旬，城北区公所成立。
1980年 11月，第七届北区人民代表大会

召开，恢复北区人民政府。 四至范围扩展到东
起迎宾路，东南从八一路桥到小吴门向北折入
北正街，西南与西区毗连，东北濒临浏阳河与
郊区综合农场、洪山庙，马栏山隔河相望。

据 1986 年统计，北区面积 18.16 平方公
里，总人口 20 万。 古书中、戏文里常提到的
“先有开福寺，后有长沙城”，古寺还远在老城
北郊甚为荒僻。

1987 年，北大桥（湘江二桥）动土兴建，
1990 年与其重点配套工程伍家岭广场开始
施工，1992 年，伍家岭路、唐家巷路和毛家桥
路面大修，大王巷等 13 条小路翻修……

受制于财力和区域的局限，人们总难跳
脱城北就“一亩三分地”大小。

直到 1996 年， 当时代的巨轮驶入改革
的深处，长沙市做出了区划调整的重大战略
布局。

“撤销原北区，设立开福区，原西区如意
街、通泰街、西长街 3 个街道办事处，原郊区
福安乡和综合农场，原望城县霞凝乡，长沙县
捞刀河镇划入开福区……”

调整后的开福区东北以白沙河、捞刀河
为界与长沙县接壤，北以沙河为界与望城县
接壤，与芙蓉区相邻，南以五一路与天心区分
治，西与岳麓区隔江相望。 总面积 188 平方
公里，人口 37 万。

区域范围陡然增大，发展的步伐如何跟
上？

区委、区政府认定，要致富，先修路！ 修
通路网，拉开城北发展的骨架已是势在必行！

曾经的东风路就是开福区贯通南北的要
道，芙蓉路到了伍家岭便断了头。

1999 年，区委、区政府北迁 7 公里坐落
到浏阳河以北，水、电、路、管网等基础设施保
障全面铺开。

2001 年 1 月，在长沙市委、市政府的支
持下，开福区倾尽全力投入芙蓉路、湘春路至
伍家岭段拓宽改造，与此同时，南起伍家岭，
北至沙河的 22 公里芙蓉北路进入了如火如
荼的大建设时期。

在新世纪的曙光里，芙蓉北路这条贯通
开福南北的大动脉建设好似一声号角，吹响
了城北全境城市大提质的序曲。

2002年，芙蓉北路、湘江大道一期工程建
成通车，黄兴北路拓改一期工程施工，深水港
码头一期工程和进港道路拆迁建设；沙坪湘绣
一条街启动建设；司马里、兴汉门棚改推进；金
帆小区、富雅花园等一批住宅小区建成；

2004 年，二环线东北段、青竹湖大道、太

阳山路、新世纪大道和工农路相继通车，四方
坪片区和金霞片区两座“新城”迅速崛起；

2007年， 老火车北站北迁进入了倒计时
议程；芙蓉路在开福全境达 19.6公里，占当时
全长的 42.6%，开福区以芙蓉路为主轴引进和
布局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的梦想初具雏形。

滨河、新河三角洲、五合垸、金鹰城、青竹
湖 5 大板块相继开发， 并全面启动了以金霞
经济开发区为核，湘江以东，车站北路、二环
线、中青路以西，沙河以南，浏阳河以北共计
100 平方公里的北城新区建设。

奋斗浇筑梦想，实干赢得先机！开福全域
的区域价值不断攀升。

2007 年 7 月 24 日， 长沙新河三角洲地
块以 92 亿的价格创下了我国土地公开出让
市场单宗价格最高纪录， 成为全国名副其实
的“地王”。

戏谑“北丐”的声音消散了，开福人以发
展的眼光， 以让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进入了全
速奔跑的黄金时期，内提，外扩，向北！ 向北！
再向北！

2009 年，含商务写字楼、高层住宅、大型
购物中心、 超五星级酒店的城市综合体北辰
三角洲拉开大幕，新河三角洲一片生机勃勃；

2010 年，全省最大的城市复合型地产湘
江世纪城开始交付入住， 区治北迁带动了顺
天黄金海岸、 水韵花都等 40 余个项目的落
地，浏阳河北片车水马龙，一派熙熙攘攘；

2013年，总建筑面积 100 万平方米的万
达商业广场临江望麓， 往昔潮宗码头繁荣再
现；同年，棚改新政实施，长沙首个最大的棚户
区改造项目黄兴北路棚改全面启动，2.6 公里
路幅两厢涉及单位居民 7100户，总投资近百
亿元；

2015 年，华创国际广场以 300 米高度问
鼎湖南第一高度，永安、德勤、普华永道等全
球最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纷至沓来；这一年，
全区拆除违章违法建筑 221 万平方米，腾笼
换鸟充分激活城市发展空间；

2016 年，开福区率先长沙推行“九位一
体”改造，陈家湖社区成为全省首个“小区无
围墙、管理到楼栋”的示范社区。

2017 年 1 月 25 日， 历时 5 年的黄兴北
路全线贯通，五一广场可直达北辰三角洲；12
月 16 日，全长 16.29 公里的南北交通大动脉
开福大道正式通车， 为提升整个城北区域发
展价值注入了强劲动力。

思路对头，一年更上一层楼！
曾经，“巴掌” 大的开福区如今建成区面

积已经超过 80 平方公里， 1986 年底， 算上
开福的大街小巷共计道路 199 条，而大部分
路段以实现“柏油化” 已是当时的“最高规
格”。 而如今，如果用一台足够大的无人机鸟
瞰开福全境，一幅“12 纵 22 横”的黑色主架
路网如筋似骨撑起了开福巨人奔跑的脊梁。

南北通达、东西对接、内外畅通……如今
城北不仅大道通途，连 659 公里乡村道路均
交通标识完善，全面实现了白改黑硬化。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栖！

作为全省唯一坐拥水
陆空铁管“五元”要素的开
福， 更是利用了老火车北
站和长沙港的北迁， 构建了通
江达海的中部物流中心。

全省 60%以上的外贸集装箱从开福起
航；

覆盖 27 个国家，贯通欧亚大陆的 10 条
（8 去 2 回）湘欧快线从开福始发；

连通 14 个市州，实现 122 个县区（市）定
时、 定点、 定班的华中公路枢纽港在开福落
成。

国家级 B 型保税物流中心，“港澳直通
车”“中国物流示范基地”“国家级示范物流园
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基地”……一块块金字招牌，铸就
了一条条金色通道。

如今，脉络舒展、物流全球的开福被人形
象地喻为“一带一路”金码头，开福大地好似
一块巨大的吸金磁石。2012 年到 2017 年，开
福区商务商业楼宇建筑体量年均增速
14.4%，5000 平方米以上楼宇多达 143 栋，
总建筑面积 554.8 万平方米， 摩天的高楼在
开福大地成林成片，立起来的开发区架构“北
富”未来无限可期！

拉开城市骨架 铸就“一带一路”金码头

� � � � 125.8 亿！ 去年末，开福区以连续 3 年税
收收入领跑全省城区的傲人成绩让“北富”实
至名归。 2017 年，开福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907 亿元， 增长 8%， 地方财政总收入 147.1
亿元，增长 12.2%。

而将时间的指针拨回 40 年前的
1978 年， 全区企业共计 165 家， 总产值
6683 万元。财税总收入 161 万元，今天已
是 40 年前的 9136 倍。

翻开蒙尘的《长沙市北区志》，从清末
民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工商业可记
载的不足一页薄纸， 搜罗字里行间，1978
年北区工业总产值最好的单位大概是消防
器材厂、兴无化工厂、长沙阀门厂、湘建造
纸厂这样一些企业，全区工商业仅有机械、
电气器材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金属
制品、食品加工、化学七大类。

从计划经济到放开市场，区委区政
府在原有小厂的基础上，贯彻“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内搞
活，对外开放”的方针。 1983 年 4
月，北区政府发出了《关于实施经
营承包责任制的通知》，1984 年
12 月，区委下发了学习《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
全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认真调整产业结构， 积极开
发新产品， 北区工业迎来了第一
次发展的春天。 到 1990 年，全区
全年完成工业产值 1.43 亿元，是
1980 年 5.04 倍，产、销、利税增
长幅度均居全市四区之首。

湘江涂料、 丽臣实
业、湖南动力、建湘瓷厂
……1996 年全区工业
总产值 13.49 亿元，成
为企业最多的长沙老工
业区。

可这样的春天是短
暂的，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生产
要素再次配置，“退二进三”（为加
快经济结构调整， 从第二产业中
退出来， 从事第三产业的一种做
法）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 曾经让
开福区引以为傲的工矿企业，风
光不再，日渐凋敝。 2005 年，全区
206 家企业中有 204 家破产改

制，数千名职工下岗待业。
思路关乎出路， 竞争从来都是优胜劣汰

百舸争流。
2005 年 11 月， 长沙市委十届十五次会

议隆重召开。“要把现代服务业放在优先发展
位置， 作为长沙市调整产业结构的主攻方
向。 ”“加快发展信息、现代物流、金融证券、中
介咨询等生产性服务行业，着力提升商贸、餐
饮、 房地产等消费性服务行业……大力发展
文化产业……”

响鼓不用重锤， 开福人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和意志，痛定思痛，誓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面对着高楼日益林立的芙蓉中路， 在省
市的大力支持下，开福区将其定位为“立足长
沙、服务全省、辐射中部、面向全国”的金融商
务中心，以精准招商、厚植政策、周到服务，开
福人十年磨一剑，成就了如今汇聚 70 家全国
性和省级金融总部，300 余家分支机构和新
型金融机构的“中部华尔街”。

一条芙蓉路，半城金融门。
作为全区第一支柱产业，以芙蓉中路为

主轴构建的 8 平方公里金融商务区，涵盖银
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小贷、资产管理、
企业集团财务，覆盖了长沙 90%以上的金融
业态。2017 年，全区实现金融产业增加值 88
亿元。

在流金淌银的金融商务区东北约 7 公里
处，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
中， 目前已入住视频文创企业超过 2000 家，
年产值将超过 200 亿元。

这亦是一届又一届开福党政领导班子辛
勤耕耘的硕果。作为文化资源大区，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湖南广播影视出版集团、湖南省社
科院、中南传媒、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滨江
文化园等一大批文化单位、 文化场所坐落于
开福区，如何助推文化事业转化为文化产业？
如何让开福大地积聚成文化传播、文化传承、
文化创意的文化新城？

2012 年开始，开福区就密集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的文件，从纳
税、租金、装修、个人贡献等多维度，全方位成
就了开福文化产业的大繁荣。

广电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新媒体
运营中心……2015 年，开福区文化产业增加
值由 2010 年的 85.4 亿元跃升至 165 亿元，
文化产业成为超过房地产的第二大支柱产
业，2017 年， 开福区文化增加值对区域 GDP

贡献率上升到 60%。
不只有金融，金鹰，如今的开福还有一张

绚丽的名片———金霞。
2006 年金霞园区首先打破了 14 年的

“铁饭碗”，通过竞争上岗、全员聘用、绩效
工资的方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政企分开，坚
决走“去行政化、重市场化、强产业化”的改
革之路。

2010 年，比改革前园区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了 10 倍， 技工贸收入增长了 183
倍，财政收入增加了 13 倍。 今年，有智能物
流、装备式建筑、电子商务等 22 个重大项目
选址金霞，累计投资超过 38 亿元。 预计今年
金霞经开区能完成税收 20.42 亿， 规模工业
总产值超过 420 亿，相比园区改革元年 2006
年的税收 7500 万将增长 27.2 倍。

在开福区有一著名的理论，谓之“塘、鱼、
水”之论，开福人解释说，将城市做大就是把
“塘”做大，把城市治理做好，就是把“水”治
好，将城市的产业涵养好，就是把塘里的“鱼”
养肥。 一届一届开福领导班子坚持走城市化
和产业化“两化相融”的道路，励精图治，薪火
相传，金融、金鹰、金霞耀眼的“三金”名片已
然成为“北富”的代言。

新时代更有新的机遇和使命，2016 年以
来，依托国防科技大学的优势，开福以“双创”
为引领， 积极响应军民融合这项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加快“军转民”“民参军”的步伐，积极
构建了军民融合、军地互动、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的产业格局。 截至今年 10 月，已有 106
家军民融合企业落户开福，今年前 10 个月实
现产值 6.7 亿元。

1978 年，北区财政总收入 161 万元；
1998 年，开福区地方财政总收入 1.54 亿

元，首次突破亿元；
2006 年， 开福区地方财政总收入 10.18

亿元，首次突破十亿元；
2014 年，开福区地方财政总收入 107 亿

元，首次突破百亿大关。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
从 20 年一个台阶到 8 年一次飞跃，从破

亿元的初心到破百亿的坚守， 开福人以食不
甘味、 寝不安席的紧迫感， 始终坚持在有质
效、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时代定会给予她最
好的奖赏！

� � � � �幸福是什么？
生活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人大概会告

诉你，幸福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
生活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人会告诉你

是电视、冰箱、洗衣机；
生活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人会告诉你是

手机、电脑、摩托车……
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总对各种票

券有份特殊的感情，粮票、米票、油票、肉票、布
票、煤票……物质的匮乏使得拥有某个物件就
让人们感到极大的幸福。

而如今，问开福人幸福是什么？
他会笑盈盈地告诉你，幸福是个“圈”，叫

15 分钟生活圈！
这个圈里孩子入园入学就在马路对面!�

� � �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历来尊师重教。 1897
年（清光绪 23 年）创办了最早的新学。 民国以
来，北区一直是老长沙政治、文化和教育的中
心，1903 年明德学堂创办，1905 年周南女中
建校，均是长沙最早的新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沙教育进入过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 可教育资源依然是捉襟见肘。
1986 年区属中小学仅 24 所，在校学生 15840
人。

2015 年 9 月，开福区委、区政府率先提出
了建设“领跑三湘、全国一流”的现代化教育强
区，致力于打造优质教育圈。近 3 年，开福区累
计投入教育资金 24 亿元， 新建、 改扩建学校
24 所，新增优质学位 2.8 万个。 如今，开福已
有各类中小学、幼儿园 206 所，入园在校人数
99659 人。

这个圈里街道社区就能看名医！
近年来，开福区架构了 15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69 个卫生服务站 (室)+30 个社区自助
“健康小屋”+96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的完整
的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开福区确定了 20个普惠
民生的项目， 面向群众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从 9大类增加到 14大类， 补助金额从 2009
年 15元 /人次，增加到 2017年 55元 /人次。

作为医疗资源大区，湘雅医院、省妇幼保
健医院等一批三甲医院坐落于此,开福区与多
家三甲医院共同搭建了 8 个专科优势差异化
的“医联体”和“名（中）医工作站”，大医院专家
教授定期走进社区医院坐诊、教学，有效缓解
了百姓看病难、看病贵。

这个圈里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5 座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31 个农家书

屋，10 家图书分馆，75 个社区（村）文化服务
中心，长沙市滨江文化园，湖南省博物馆……
开福区是全省博物馆、展览馆最多最密集的城
区，文化氛围浓厚。

近年来，开福区不断提升文化体育供给水
平， 不仅以免费购买的形式面向中小学生、市
民开展了舞蹈、书法、声乐、乒乓球、篮球等各
类兴趣班，还开展“五进五送”免费送电影、送
戏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等地，打造城市 15
分钟，农村 30 分钟健身圈。

“湘江韵律”“文化大篷车”“开福大讲堂”
“书香开福”“全民健身节”……

每年，在开福以省市区、各机关、各街道、
社区举行的文体活动近千场， 参与人次超过
20 万 / 人次，群众文体活动空前繁荣。

这个圈里周到服务 365 天不打烊!
� � � �今年 4 月，开福区率先在全省推出了城市
社区“365 天开放服务”管理制度，即周末、节
假日与工作日上班时间一样，正常办理各种业
务，开放书吧、党建、文娱设施等活动阵地，为
群众提供最大便利。

从 2015 年起，开福区开展以“服务零距
离、安全零事故、环境零污染、治安零发案、居
民零上访”为主要内容的“五零”创建，推进解
决社区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这个圈里天蓝水碧宜业宜居！
2015 年，长沙启动“史上最大规模拆违行

动”。开福区把拆违还路、拆违治脏、拆违改造、
拆违增绿、拆违添景等有机结合起来，两年来
全区共拆除违法建筑 263 万平方米。

2016 年，开福区又本着“让背街小巷洒满
阳光”的理念，扎实推进社区提质提档，3 年让
陈家湖、紫凤等 35 个老旧社区脱胎换骨。

2017 年， 开福共投入造绿建设资金 8 亿
元，高标准改造和新建湘江风光带、浏阳河风
光带、捞刀河风光带，预计到明年底，开福城区
还将新增各类公园游园 25 个， 新建成城乡绿
道 170 公里，新增城区绿地 120 公顷。

今年以来，开福区共铺排“一圈两场三道”
建设任务 3 大类 156 小项，总投资 7.05 亿元，
新增停车位 11541 个， 新建改建农贸市场 19
个，新增自行车道、人行道、历史文化步道 126
公里；蓝天保卫战全面打响，空气累积优良天
数已达 270 天，优良率为 83.6%，比去年提高
了 5.1%，PM2.5 同比下降了 20.4%；按照控源
头、清河道、重监管，深入贯彻落实河长制，478
处小微水体有效治理，34 处黑臭水体碧波再
现，水污染治理取得着实成效；

40 年，开福的格局今非昔比，已然通江达
海，物流全球；

40 年，开福的 GDP 节节攀升，年均两位
数增长，势头强劲；

“两化融合、三金致强、项目为王、严实治
理”，开福历届领导班子薪火相传、接力探索，以
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豪情，以一届接
着一届干、发展慢是过的紧迫，以克己慎行、百
姓至上的意识，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团结带领城北广大人民，彻底
改写了开福在省会发展版图上的地位和分量，
奏响了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华彩乐章！

看，新时代的风帆已满满鼓起。
听，新时代的号角已嘀嘀吹响。
走，向着梦想携手缔造新福城！

坚持质效发展 崛起“三金”聚财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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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之变

产业之变

15分钟生活圈，融成厚德大福城

民生之变

坐落于开福区的长沙市“文化客厅”滨江文化园夜景。

� � � � 芙蓉路第一海拔
300 米华创国际广场。

“中国 V 谷”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建成效果图。

四通八达的中岭立交桥。

北二环连接三汊矶大桥交通动脉。

提质改造后的浏阳河风光带南岸。

鳞次栉比的开福区江岸楼群。 本版图片由开福区委宣传部和新开福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