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楼宇经济，服务不能缺位。
“要为楼宇提供全面服务，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春晖在多个场
合强调。

党建引领强服务。位于韭菜园街道的亚大
时代，如今聚集了一股红色力量———亚大时代
联合党总支，支部党员将楼内闲置酒吧改造成
了 300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 里面设置了
学习会议区、综合服务区、党性教育区、红色沙
龙区，还新增了健身房和电影吧。

在亚大时代一楼，党员们利用“开放式”前
台，和楼宇企业共建人力资源、金融、物业等服
务点，为企业白领排忧解难。

党建引领下，各企业工会、职代会也“动”
了起来，先后组建楼宇工会、妇联、团组织，等
等，开辟了“楼宇青年说”“交友会客厅”“充电
小课堂”“放松加油站”“公益新天地”， 以小公
益、微课堂为切入点，积极组织开展讲习夜校、
联谊交友、文体健身、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大
大提升了企业归属感、群众幸福感。

定王台街道探索成立楼宇联合党委，在它
之下，有 16个楼宇联合党组织，每个对应一栋

以上商务楼宇，不断夯实党建服务阵地。 长沙
国际金融中心开业前，一支由芙蓉区行政审批
局联合街道、 社区组成的党员服务小分队，曾
多次爬上高楼，上门服务，为项目提供行政许
可或备案代办及相关服务……

2017年 3月开始， 芙蓉区 31名区级干部
又多了一个身份：“楼长”，联系 31栋重点楼宇。
“楼长”和相关服务团队不仅要通过走访、调研、
现场办公等， 了解重点楼宇和楼内企业生产经
营状况， 还要准确掌握其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真正做到“心中有楼、政
策进楼、服务上楼、企业满楼”。

“楼长”也是政策的“宣讲员”。芙蓉楼宇经
济的相关政策解读、部门的对接、服务的落实，
也在“楼长”日常“工作表”中。

抢抓机遇，芙蓉加深改革。 从推行“多证合
一、一照一码”商事登记模式，到率先全市推出
“限时办结制”“服务代办制”“首问责任制”等一
系列政策红包，再到打造“不打烊”网上政府，芙
蓉区持续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发力。“吸引更多资
源促进楼宇经济发展，必须在比服务、比效率、
比环境上练好内功。 ”区委书记于新凡说。

巩 固
———党建引领强服务，企业归属感增强，群众幸福感提升

邢 骁

今年 5 月， 我省第一高
楼———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在芙
蓉区开门营业。开业仅两个月，
这里的日均人流量已达 8.6
万人次，实现销售额约 4 亿
元。 时至今日，长沙国际
金融中心客流量有增无
减，热度仍在持续。

这个耗时 7 年建
设、投资超 200 亿元、
拥有 25 万平方米购
物场地、 进驻国内外
400 余个品牌的商业

“巨无霸”， 如今不仅是
长沙市的“颜值”担当和
品质担当，更成为“网红”，
比肩我国各大“城市屋脊”。

452 米！ 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再
一次刷新了省会长沙的城市高度，

“站”在它的面前，347 米的长沙世茂
广场都成了“小弟”。这个“小弟”也不
简单———它是目前长沙市排名第二
的“大个子”，待项目建成后，长沙世
茂广场将化身为集办公、购物、餐饮、
休闲等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并和
不远处的长沙国际金融中心相呼应，
共同组成芙蓉“双子星”。

为芙蓉人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
这两座新建的摩天大楼。

在芙蓉区辖内的三条城市主干
道———五一大道、芙蓉路、韶山路两
厢， 目前已悄然形成三大楼宇经济
带，矗立着中石油长沙大厦、湖南投
资大厦、旺德府国际、亚大时代、中天
广场等一批老牌商务楼宇， 上天入
地，气势如虹。

步入新时代，商务楼宇，无疑已
是芙蓉区的一张闪亮名片。

改革开放 40 年来， 芙蓉区日新
月异，但在本世纪初，该区迫于地域
限制———面积仅 42.8 平方公里，一
度遇到了发展的瓶颈，面临城市空间
不足、 土地资源匮乏等持续发展难
题。 进入新世纪，芙蓉区委、区政府
“目光上移”，举起了“空间换地”的大
旗，通过大力发展楼宇经济，闯出了
一片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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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空中要财富
——— 芙蓉区改革开放 40年成就展示之一

芙蓉区的前身，是长沙市东区。 东区可不
简单———长沙老牌强区，基础设施过硬，传统
商贸业发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区即驶入“快车
道”，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期。至上世纪 90年代
初，东区实力已全面彰显：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高度密集，国内外企业纷至沓来，争先在
这里设立总部或办事机构。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华侨大厦、银
华大厦等一批专业写字楼开始在这悄然生长；
富丽华、通程、湘泉等星级酒店也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那几年，长沙市 70%以上的三星级酒
店分布在东区的大街小巷，区内楼宇经济开始
萌芽。

1996 年， 长沙市调整行政区划， 撤销东
区、南区、西区、北区和郊区，设立芙蓉区、天心
区、岳麓区、开福区和雨花区。 接下来几年，芙
蓉区发展依旧强势。

步入新世纪，芙蓉区风采不减，经济仍然保
持高速增长， 但老城区病也开始显现———因城
区空间不足，可供建设用地越来越少，开发成本
越来越高。 如此下去，经济发展将遇“梗阻”，该
如何应对？ 芙蓉区委、区政府经研究决定：大力

发展楼宇经济，将发展重心向天空转移。
说干就干!2003 年至 2005 年，芙蓉区委、

区政府数次组团赶赴香港、上海、青岛等地学
习经验，边学习边行动，期间，一系列政策相继
出台。

———2004 年初， 芙蓉区委着手成立商务
楼宇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并委派区经济贸易局
负责楼宇经济日常管理工作；

4月，发出《关于加快发展商务楼经济的若
干意见(试行)》，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楼宇经济的优
惠政策， 并拿出 1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楼宇开
发商，还对入驻楼宇企业给予房租补贴，对楼宇
产权主体和相关物业管理部门给予税收奖励。

———2005 年 3 月，芙蓉区委、区政府决定
成立芙蓉区长沙商务中心区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暨楼宇经济发展办公室，并把它作为区政
府常设机构，负责全区楼宇经济发展工作；

5 月，出台《关于大力发展楼字经济的若
干意见(试行)》，拿出 500 万元专项资金，加大
对楼字经济扶持力度；

12月，制定出《(关于大力发展楼宇经济的
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推动全区楼字
经济快速发展。

……
高位统筹，强力推进。 宏图起，芙蓉新！

缘 起
———城区空间不足，发展重心向天空转移

“这就是芙蓉中央商务区。”站在芙蓉区地
图前，区楼宇办有关负责人拿出笔，画了个小
圈，难掩自豪。

自 2006年起， 该区积极引导新建楼宇向
中央商务区（CBD）聚集，形成了以五一大道、
芙蓉路、韶山路 3 条城市干道两厢为主体的三
大楼宇经济带。截至 2017年，全区拥有商务楼
宇 220 栋、总建筑面积超 770 万平方米，其中
134 栋在 CBD 核心区， 商务楼宇对全区经济
贡献率已超 60%。 目前，21家“世界五百强”办
事机构聚集在 CBD核心区。

量质双升！ 如今，芙蓉楼宇经济的业态，早
已由传统商贸业升级为金融、电子商务、现代
服务等高端产业。

成绩来之不易，芙蓉人是如何做到的？ 改
造旧楼宇，升级旧业态。

在芙蓉区，老旧楼宇有近 63栋，达 200 多
万平方米。银华大厦是该区老旧楼宇的缩影，这
栋 1998年建成的建筑，曾是湖南首幢智能化楼
宇、 长沙十佳建筑之一。“2008年入驻银华大
厦， 那时的办公楼已很陈旧， 配套设施老化严
重。 ”金立公司华南总监曹猛回忆。

转变出现在 2017 年，4 月，银华大厦开始
了紧锣密鼓的改造， 从整体格局到建筑用材，
都做了严格的要求。 改造不止于楼宇内，还延
伸到了大厦外，距离银华大厦不到 50 米，区政
府新建了九如巷智慧停车场，新增了 260 个停
车位。 据悉，银华大厦的主体改造将于 3 年内
完成， 已完成改造的楼层被企业抢租一空，租

金也增长了 40%。
不只是银华大厦。 2017年 12月，芙蓉区出

台《促进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现代服务业》，
补贴全区老旧楼宇的提质改造；在《关于促进产
业发展的扶持办法》中，芙蓉区单列发展楼宇经
济八条激励政策，加大提质改造力度。

如今，老旧楼宇蝶变之风，正吹遍全区。
除了提质改造，还有业态升级。 近年来，芙

蓉区委、区政府通过打造专业楼宇平台，发展
特色产业集群，推动楼宇经济向高端化、集群
化、专业化发展。

原科佳摄影城，是传统的老旧卖场，效益急
剧下滑。 芙蓉区从顶层设计入手，打造“湖南影
像创客空间”，为创业者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和设
备设施，吸引了一批“有点子、缺票子”的影像创
客；设立 1000万元产业扶持资金，构建集影像
原创知识产权（版权）、产品孵化和共享于一体
的产业链。目前，“湖南影像创客空间”已被评为
“国家级众创空间”。

不只是科佳摄影城。 2014年 8月以来，芙
蓉区积极推进专业楼宇打造工作， 成功对中石
油大厦的“总部大楼”、中天广场的“金融服务大
楼”、华泰尚都的“律政服务大楼”、新南天古汉广
场的“文化创意大楼”等 5栋专业楼宇授牌。

一楼一特色， 一楼一产业。 一方面提升了
“上楼”龙头企业的产业集聚效应，促进了相关
产业集聚化发展， 也带动了整栋楼及周边地区
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留住了优质企业，保障了
专业楼宇的产业特色和专业品质。

发 展
———基层积极参与，楼宇经济渐成全区主要财源

独脚难行，孤掌难鸣。 芙蓉区委、区政府比
谁都清楚：想进一步做大、做强楼宇经济，光靠
区级层面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各街道、社区
积极参与。

2006 年，芙蓉区委、区政府重新调整楼宇
经济的扶持政策，增加了对基层的奖励额度，大

大调动了街道、社区发展楼宇经济的积极性。这
一年， 全区各街道先后成立了楼宇经济发展领
导小组，并明确了楼宇专干，设置了楼宇联络专
员。 一张覆盖区、街道、社区、楼宇的四级联动楼
宇信息管理网络，在芙蓉区悄然生成。

为及时跟进楼宇经济的发展情况，区楼宇
办还编制了楼宇入驻企业情况调查表、在建楼
宇项目情况调查表、 楼宇资源情况调查表、楼
宇入驻企业异动情况表、楼宇闲置资源情况调
查表等等，在规范楼宇经济相关数据报送和统
计工作的同时，有效促进了楼宇经济发展。

2006 年底， 芙蓉区共有商务楼宇 92 栋，
“上楼”企业 2723家，楼宇经济已初具规模。 凭
借着楼宇经济这一新的增长点，当年，全区地
方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大幅增长，再次领跑全省
各区县。

楼宇经济蓬勃发展， 受益的何止是区一
级。 彼时的浏正街街道， 面积不大———仅 0.2
平方公里，可实力不容小觑———年上缴税金高
达 5000 余万元，其中楼宇经济贡献率占 1/4；
位于五一大道旁的亚大时代广场，年上缴税金
近 1000万元，对全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低于
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顺势而为，芙蓉区自我加压。 2008 年，芙
蓉区委、区政府又出台《加快楼宇经济发展的
实施意见》，帮助全区新增商务楼宇面积 60 万
余平方米， 引进各类现代服务业企业 400 余
家。 泰贞国际金融中心、明城府等一批重大项
目，也在政策的鼓励下启动建设。

这一年，楼宇经济对芙蓉区的税收贡献率
已达 35%，渐成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

嬗 变
———楼宇量质双升，对全区经济贡献率已超 60%

1992 年的芙蓉路两厢。 谷一均 摄

在五一
大 道 和 芙
蓉路两厢，
商 务 楼 宇
上天入地，
气势如虹。

2015 年 1 月 22 日下午 5 时左右，长沙市五一大道，落日将城市西边的高楼镀
上了一层金辉。 童迪 摄

夜色中的长沙国金中心璀璨夺目。
郭立亮 摄

芙蓉广场周边高楼林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芙蓉区委宣传部提供）

楼宇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茶话活动，倾
听企业员工心声，为他们排忧解难。

芙
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