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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 长沙县今年前十个月
完成进出口额居长沙九区县
（市 ）之首 ，超额完成长沙市
下达的目标任务。

1 至 10 月 ，长沙县 （含
经开区 ） 完成进出口总额
54.51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62.3%。 增长速度较全省高
出 31.9 个百分点，高出全国
46.2 个百分点！

这一次， 长沙县凭什么
又领跑？

数说长沙县改革开放 40年

长
沙县

在长沙临空经济区，在长沙黄花综合保
税区， 长沙县积极打造国际化口岸平台，丰
富口岸功能，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在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

去年 12 月， 湖南省首条国际定期全货
机航线长沙—胡志明航线开通；今年 7 月 21
日，省内首条定期洲际全货机航线长沙—加
拿大哈利法克斯航线首飞；9 月 5 日，长沙—
达卡（孟加拉国首都）全货机航线首航；9 月
21 日， 长沙—马尼拉全货机定期航线通航
……

这，当然不是长沙县进出口额迅猛增长
的全部原因。

长沙临空经济区是长沙县飞腾而起的明天。
这里寄托了湖南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的一份厚望。湖南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大突破
口，就在长沙航空城 4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湖南不靠海，不沿边，走向世界靠蓝天。 ”去
年以来，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成功获批，区内黄
花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为我省突破性地打通联
通世界的通道，搭建开放发展的新平台，有力支
撑起湖南外向型经济“一核两极三通道四个百亿
美元项目”重点平台内核。

2016 年 9 月 29 日，湖南首个依托航空港发
展建设的综合保税区———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
正式开工建设。在一片接近荒山野岭的黄泥巴土
地上，建设者从四面八方赶来。 不到 9 个月时间
的全力冲刺期后，通关和综合大楼、通关卡口、第
一期仓库等建筑物拔地而起， 保税区封关运行。
长沙县创下了全省“起步最晚、起点最高、速度最
快”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发展纪录。

三五年后，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将建设成为
中南国际航空枢纽口岸服务平台、国际货物贸易
集散中心、中南临空类高端制造基地、综合物流
服务基地，集保税加工、保税物流、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功能为一体的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构建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示范性保税新城。

长沙县的明天，远远不止这些。
11 月 30 日， 为期两天的 2018 国际区块链

大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顺利闭幕。本届大会以
“集智 链新 赋能”为主题，中国、美国、加拿大、
挪威等国家区块链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区块链战
略布局与政策导向、产业动态与应用实践展开深
入交流与研讨。

长沙经开区、长沙县作为本次大会的承办单
位和举办地，近年来高度关注并大力支持区块链
产业发展， 率先在中部成立星沙区块链产业园，
颁布了《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区块链产
业发展的政策(试行)》等文件，致力打造全球有影
响、全国领先的区块链产业集聚区。 已有签约企
业 12 家，意向入园企业 60 余家。

布局区块链，看上去是一着闲棋冷子。
“区块链作为下一代颠覆性技术，可为经济

社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长沙县的决策者
表示，在传承中创新是长沙经开区、长沙县近年
来一直保持高位进位的“核动力”。尽管目前区块
链的底层技术仍欠成熟、 场景应用尚未爆发，但
时下恰恰是一个战略机遇期。 长沙经开区、长沙
县按照中央的精神抢滩区块链产业，意在将其打
造成县、区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26 年前奠基的长沙经开区是长沙县当之无
愧的经济顶梁柱，2006 年正式启动建设的长沙
临空经济区和黄花综合保税区的意义正在凸显，
但当这些园区还只是决策层脑海中的思绪时，乍
一听上去，是不是也像闲棋冷子？

布局未来，看似不经意的棋子，长沙县还有
很多，很多……

历史不断向前推进。 2016 年长
沙县第十三届党代会上，“强南富北、
民生立县、挺进五强”的发展主线得
以确立。 长沙县将建成更高水平全面
小康社会，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 到
2020 年， 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迈上
2000 亿元台阶。

为实现目标， 长沙县全面实施
“改革活县、产业强县、民生立县、生
态美县、协调兴县、依法治县”六大发
展战略。

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就得撸起
袖子加油干！怎么干？关键在党，核心
在人。

长沙县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品德
过硬、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好干部，
为加快中西部第一县的发展提供了
坚强的组织和人才保证。

周正，一名军转干部，现为长沙
县高桥镇人大主席团副主席 ，是
2016 年乡镇班子换届考察谈心谈话
时发掘并提拔重用的干部。 从镇党委
书记、镇长到中层干部、站所负责人
再到村社区干部、普通群众，对他的
评价大体一致，都反映其“正直、做事
认真、低调务实、执行能力强”。 组织
部门与干部群众谈心谈话后，周正进
入了组织的选任视野。

长沙县坚持“好干部”标准，坚持

“政治过硬、实绩突出、干群公认”导
向，圆满完成 2016 年换届，深入开展

“80 后”副科职以上干部、青训营优秀
干部及 35 岁以下优秀干部、 换届后
镇街及县直领导班子运行情况专题
调研，拓宽推荐优秀干部主体，采用
大数据方式和系统方法精准科学选
人用人。 出台青年干部成长工程三年
行动计划， 建立年轻干部成长档案，
打造“青年干部训练营”平台。 干部选
人用人满意度不断提高。

今年 11 月上旬， 三菱汽车举行
全球技能比武大赛，长沙县培养的技
术工人汤名旺取得了冠军。5 年前，作
为长沙县职业中专与广汽三菱试点
预备员工制的首批员工，汤名旺与其
他 136 名同学登上了开往长沙经开
区的大巴。 几年成长磨砺，汤名旺已
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世界级技术能
手。 像汤名旺这样的年轻人，工作几
年就可以在星沙买一套像样的住宅。
首付压力并不大，高额的公积金足以
轻松支付月供。

在长沙县，有千千万万像汤名旺
这样的产业工人，和年轻的城市共同
成长。 经开区和长沙县为人才提供良
好的软硬件，为吃苦耐劳、积极进取
的创业者和就业者营造成长的氛围
和舞台。

长沙县与长沙经开区互为一
体， 双方的发展紧密相连， 合二为
一，不可分割。 为更好地引进和服务
人才，县区按照“统一集中领导、政
策共同适用、实施相对分离、信息资
源共享、保障协同推进”原则，从加
强顶层设计入手， 推进县区人才工
作一体化。

区县一体，以党建为引领，长沙
县人才创新创业政策覆盖长沙经开
区，长沙经开区人才政策延伸至长沙
县， 按区域范围或政策类别组织实
施。 为落实市人才新政，对县域范围
内的人才，不论在经开区还是在长沙
县创业就业，县区人才窗口都可以受
理相关业务，确保人才“只跑一趟路、
只进一张门”。 县区人才服务窗口受
理量和补贴人数、 金额均居各区县
（市）首位。 县区还注重在就业信息、
社会保障等数据方面实现共享，县区

人社局统一提供就业信息。
事在人为。 40 年长沙县人才辈

出，是全县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
的主要推动者和建设者。1978 年长沙
县财政总收入只有 1918.9 万元、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327 元，
2017 年长沙县财政总收入已达
285.9 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已达 36977 元。 不久前，2018 年中
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
公布，位于中部内陆腹地的长沙县跃
居“2018 年全国百强综合实力县市”
第五名。

这，是中央省市正确决策和坚强
领导的结果，也是千千万万长沙县人
共同奋斗的结果！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在每
一段历史高位的丰功碑上，长沙县都
深刻铭记每一位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决策者、建设者和创造者。

撸起袖子的今天

奠定未来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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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过往，皆成序章。 历史是对
未来的最好注解。

砥砺奋进 40 年， 长沙县在中西
部地区一路领跑。

长沙县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植

根于长沙县的长沙经开区、临空经济
示范区、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区、黄花
综合保税区四个国家级园区。

20 世纪 90 年代初， 长沙县提出
“搬县城、达小康、进百强”的目标，实
施“以开发开放带动县城建设，实现
全县经济腾飞”的发展战略，开始大
力兴建开发区。

在创建园区的过程中，长沙县特
别注重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推进产城融合，优化园区
的发展硬环境。

长沙经开区自 1992 年创建以
来，一直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高水平管理”的理念精心建设，经
过 20 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十纵
十横” 道路骨架格局， 教育医疗、交

通、网络、商贸、金融、公租房、限价
房、生态公园、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园区发展中，长沙县注重营造
“亲商、安商、扶商、富商”的良好发展
氛围，对国内外来的投资兴业者一视
同仁，使长沙县成为中部吸引人才和
投资的洼地。

长沙经开区目前已形成工程机
械、汽车制造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三
大主导产业。

长沙县现代化农业示范区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先后立项审批现代
农庄 86 家，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 235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3 家、省级
龙头企业 16 家、 市级龙头企业 85
家；拥有国家地理标识 3 个，中国驰
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 15 个、湖南省
著名商标 35 个、有机产品认证基地 1
个，绿色认证产品 14 个。

这四个园区不仅是长沙县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的高层次平台，也是
长沙县实施“产业强县”等重大发展
战略的“主战场”。 通过深入研判国内
外市场变化和产业兴替带来的战略
机遇， 长沙县以这四个园区为主体，
陆续培育出以工程机械、汽车及其零
部件、电子信息为主导“多业并重、重
点带动、多点支撑”的现代化产业集
群。

40 年前，党中央召开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
放的重大决策。 40 年沧桑巨变，中国
历史掀开了波澜壮阔的一页。

40 年来，长沙县在阔步前行中主
动转型，从落后的农业县，一跃成为
“三湘第一县”；在全面转型中实现跨
越，从领跑中部，到“中西部第一县”，
再到“全国五强县”，砥砺奋进，一路领
先！

让历史告诉未来！ 让未来见证幸
福！

领
跑

飞腾而起的明天

改革开放 40 年来， 长沙县经济社会
协调、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人民
生活质量不断改善。

1、经济规模持续扩张，综合实力显
著增强

经济总量实现重大跨越。 1978 年，长
沙县 GDP 仅 2.13 亿元，1989 年跃上 10
亿台阶，2002 年跨越 100 亿大关，2014
年突破 1000 亿元，经济迈入中高速发展
轨道。 2017 年全县 GDP 达到 1431.09 亿
元，按现价计算，是 1978 年的 672.4 倍，
年均增长 18.2%；改革开放 40 年中，全县

经济总量翻了 9.4 番。 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由 1.10 亿元上升到 75.92 亿元，第
二产业增加值由 0.69 亿元上升到 918.01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0.34 亿元上升
到 437.16 亿元，年均增速分别为 11.5%、
20.3%、20.2%。

人均生产总值快速提高。 从 1978 年
的 296 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44045 元，
按现价计算，是 1978 年的 486.6 倍，年均
增长 17.2%， 改革开放 40 年中， 人均
GDP 翻了 8.9 番。

1978年，长沙县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51.8∶32.5∶15.7，1992 年，三次产业结构

变为 40.4∶42.9∶16.7， 以工业为主的第
二产业首次超过第一产业。 2017年，长沙
县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5.3∶64.2∶30.5。

2、农业基础不断巩固，现代化水平
稳步推进

长沙县在积极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坚
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以工业反
哺农业，以县城带动农村，扎实推进新农
村建设，走出了一条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路
子，农业发展成绩斐然。 2017 年长沙县实
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19.20 亿元，是
1978 年 1.77 亿元的 67.4 倍， 年均增长
11.4%。 改革开放 40 年中，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翻了 6.1 番。

3、工业生产快速增长，质量效益稳
固提升

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全县工业经济
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2017 年，全县完成工
业总产值 2944.40 亿元，是 1978 年 6870
万元的 4285.9 倍，年均增长 23.9%。 改革
开放 40 年中，工业总产值翻了 12.1 番。

4、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投资建设成
果丰硕

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网络化的消
费市场体系日渐形成， 消费动能不断集

聚，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017 年，全县完
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9.46 亿元，是
1978 年 9111 万元的 526.2 倍，年均增长
17.4%。 改革开放 40 年中，全县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翻了 9 番。 其中，商品批发和
零售业零售额 463.95 亿元， 是 2000 年
的 37.5 倍，年均增长 23.8%。 餐饮业零售
额 10.03 亿元，是 2000 年的 8.2 倍，年均
增长 13.2%。

5、财政收支不断壮大，金融业快速
发展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长沙县财政总
收入从 1978 年的 1918.94 万元上升到
1990 年 1.02 亿元用了 12 年时间，再用
13 年从 1.02 亿上升到 10.86 亿元的台
阶。 自 2003 年突破 10 亿元大关之后，
2011 年突破 100 亿元， 达到 120.60 亿
元， 到 2017 年达到 285.94 亿元，是
1978 年 1490.1 倍，年均增长 20.6%。 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1994 年的 1.44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88.50 亿元，年均
增长 19.6%。 财力年均两位数增长为全
县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2017 年末， 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120.14 亿元，比 1990 年末的 6.45 亿元
增加 1113.69 亿元，年均增长 21%。

【摘自长沙县统计局相关资料】长沙经开区企业众多，用较少的土地资源创造了大量税收，是长
沙县财政收入顶梁柱。 随着星沙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将会有更多知
名企业到这里投资兴业。

“扎营”开慧镇慧润板仓国际露营基地。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北卡口景观

星沙区块链产业园。 范远志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长沙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