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 80 年代末，长沙高新区迈开了
长沙经济园区产业逐梦的脚步。 诞生于 90
年代初的“麓谷”更成为长沙高新区的核心
区域。

六沟垄， 这条长沙河西最深的排水沟
就是麓谷的前身， 长沙高新区的成长也唤
醒了长沙河西这片曾经沉睡的土地。

从首批 30 余家入园企业起步，到现在
近 2.8万家企业入驻，“一区四园”营业总收
入突破 5500亿元。

产业带来了人流， 人流的聚集又形成
了新的城区， 长沙高新区在为岳麓区赋能
的同时，也为长沙的发展打造了一个“西引
擎”。

“引擎”一旦启动，岳麓区的发展也就
开始突飞猛进。

2007 年以前，岳麓区一个叫梅子滩的
地方， 当时还是西二环边上一个偏僻的乡
村。 四周有连绵起伏的山林，风景优美、空
气清新。 有大片的葡萄园和休闲钓鱼的山
庄，这也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2007年起， 这里变得热闹了起来。 投
资 600 亿元的梅溪湖综合开发项目启动
了。 随后的 2008 年 6 月，由这里起步的长
沙大河西先导区成立。

经过七年的改革探索，2015 年 4 月 8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湖南湘江新
区。 至此，岳麓区全境处于湖南湘江新区核
心位置，进入国家战略。

除了国家、 省市战略一个个在岳麓区
的热土上落地， 岳麓区也成立了自己的经
济园区。

2008年 6月，原望城含浦科教产业园成
建制划归岳麓区管辖， 更名为长沙岳麓科技
产业园。 划归岳麓区后的产业园，有了新的发
展思路。

近年来， 园区根据工业园区差异化发
展的思路，围绕“检验检测”特色，深入贯彻
“特色立园、产业强园、空间拓园、机制活
园”发展路径，以专业型、效益型、精致型特
色园区建设为引导，经济成果全面展现。

2017年 9月， 国家认监委授牌园区为
全国第十三个、 中部地区首个国家检验检
测认证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跻身“国家队”
行列。

今年 1 月， 园区经省政府批复晋升为
“岳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现在， 岳麓高新区依托长株潭自主创
新示范区、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和湖南
湘江新区三大国家级战略平台交汇叠加的
核心优势，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创新平台、
成果转化等独特优势， 全面引爆园区高新
技术产业动能， 持续迸发转型创新发展活
力。

目前， 岳麓高新区已入驻检验检测企
业机构 93 家，获得检测资格认定(CMA)的
企业 47家。 2017年，实现检验检测产业链
产值 40 亿元，其中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业产
值 10.78亿元，同比增长 28%。

“服务湖南湘江新区就是服务岳麓发展，
服务长沙高新区就是服务岳麓发展， 服务驻
区高校就是服务岳麓发展。 ”

站在城市发展内在规律的高度上，岳麓区
委书记周志凯这样认为， 岳麓区和湘江新区、
长沙高新区是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发
展共同体。

因此，岳麓区主动为园区重点项目建设、重
点片区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征地拆迁、 环境维
护和民生事业保障，推动资源共享、要素集聚。
同时深度融入，在创新驱动、精准招商等方面联
手联动，共同谱写大河西发展的新篇章。

今年 3月，岳麓区为湖南湘江新区基金小
镇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设立“绿色专窗”，
实现省金融办、区工商局、资产经营公司“并联
办公、专窗审批”。

“以前每次发布新基金，都需要去工商局
办理手续。 现在有了‘绿色专窗’，只需上下楼
就可以完成了。 ”湖南蒲公英私募股权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介绍， 自从基金小镇设
立“一站式”服务以来，明显感受到了更高效、
更便捷、更优质的服务。

据了解， 岳麓区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构
建了“办事最简、监管最严、服务最优”的政务
服务模式。除了下放权限、窗口前移等举措外，
该区还将传统的“面对面”服务转变为“键对
键”服务，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受理、网上审批、
网上发照、 网上查档的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
模式，全程实现“零见面”。

此外，岳麓区坚持特色立园、产业兴园、空
间拓园、机制活园，落实“一主一特”功能分区，
聚焦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全力支持岳麓
高新发展，加快打造精致型、专业型、效益型特
色园区。 实施片区开发模式， 加大土地收储、
征拆、出让力度，力争园区扩容至 86.8 平方公
里。 深化管理制度、审批制度、投融资体制改
革，大力推进市场化运营，为园区发展创造良
好的制度环境。

在服务于园区的同时，教育、医疗、交通等
民生事业发展也让无论是高新区还是湘江新
区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
园区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 老西区仅有区属中小学
20 余所，教师 600 多人，学生 1.1 万多人；而
今，中小学 110 所、幼儿园 175 所，教师 7775
人，学生人数已达 128000 多人；1978 年小学
升初中比例为 60.5%，岳麓区拥有了全省优质
资源体量最大、 普惠功能最齐全的教育体系，
形成了涵盖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素
质教育“一条龙”全学段的教育体系，极大地提
升了区域价值。

“岳麓区持续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
地位， 每年教育经费支出保持在可用财力的
1/3左右。 ”周志凯指出：“教育具有社会、经济
双重属性， 我们必须做到片区开发到哪里，教
育资源就配套到哪里，让‘岳麓山下好读书’成
为更多人的选择。 ”

与此同时，“一圈两场三道”的建设也让岳
麓成为人气之城。 69 个“15 分钟生活圈”、16
个农贸市场、43个停车场、17 条人行道、16 条
自行车道和 5 条历史步道正在改造或建设，
梅溪湖恒大医疗健康城、 长沙市妇女儿童医
院、洋湖医院、望城滨水新城医院、金洲医院等
医疗机构也在河西落地生根……

在三大经济园区的助力下，岳麓区产业转
型也步伐稳健。 不但传统的房地产业发挥“定
力”，连续四年领跑全市中心城区，新兴产业也
活力四射，来势喜人。 第三产业经济增长贡献
率由 2012 年的 34%增至 2016 年的 52%，其
中金融业税收贡献率由 2%增至 7%， 成为全
区新的支柱产业。 建设湖南省唯一的省级金
融中心， 打造中部唯一初具规模的检验检测
产业集群，抢占汽车后服务、智能驾驶等新兴
领域制高点，推进健康养老业、文化旅游业加
速转型，锐意进取、创新开拓的岳麓迸发无限
可能。

在中国的改革中，行政区与经济功能区的
叠加，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关系。

对于岳麓区而言，它是长沙高新区行政所
在地、 湖南湘江新区的核心区，“区中有区、区
中有园”的现实区情，决定了两者之间分割不
开的血缘。

岳麓区的发展也得益于湖南湘江新区、长
沙高新区以及岳麓高新区所带来的产业聚集，
功能区叠加行政区，让这片长沙原本的蛮荒之
地因产业而兴，进而成为新的城市中心。

湖南湘江新区是中部首个国家级新区。从覆
盖区域上看， 岳麓区全境都处于新区范围内；从
财税体系上看， 新区与岳麓区共享财税分成；从
发展职能上看，岳麓是行政区，湘江新区是经济
功能区。

自新区设立以来， 为岳麓拓展了发展空
间，夯实了发展基础，增强了发展后劲。 作为湘
江新区建设的核心区， 岳麓区也全力支持、配
合、参与新区建设，可以说没有湘江新区的崛
起，就没有岳麓区的辉煌，而没有岳麓区湘江
新区则没有最核心的发展空间。

诚如梅溪湖片区以健康医疗产业为主导
产业，坪塘、大王山片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
导产业，滨江新区以金融业为主导产业。 这既
是湖南湘江新区的布局，也是岳麓区对于上述
板块的定位。

湘江新区的洋湖片区等四大片区的定位

发展与岳麓区聚焦的楼宇经
济、园区经济、科创经济、开
放经济“四大经济”和现代金
融、高端商贸、健康养老、文化
旅游、检验检测、都市农业“六
大主导产业”发展一致。

在长沙高新区，则主要聚焦实
体经济，推动制造业发展。 作为高新
区行政地，岳麓区也立足全局，着力以
更大的担当，主动服务好长沙高新区发展，
进一步深化优势互补、统筹融合，推动错位发
展、特色发展，为长沙市经济转型升级作出岳
麓贡献。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度演
变，融合已成为发展大势。 为此，岳麓区提出了
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合“三融共进”的
发展路径，着力打造省会长沙新中心。

产业一度是岳麓区最实的区情、最大的短
板。 为此，岳麓区树立了经济工作向产业聚焦
的鲜明导向，持续开展“产业发展年”活动，驰
而不息地做大做强“六大主导产业”，推动三二
一产业高度融合。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
城、湖南金融中心、湖南省检验检测特色产业
园、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等重大产业平台集
中发力，岳麓区产业发展其势已成、其时已至。

岳麓山组团、市府滨江组团、环梅溪湖组团、

洋湖大王山组团、岳麓高新区组团、莲雨含组团
“六大功能组团”， 实现新城规划建设到哪里，产
业经济就覆盖到哪里， 公共服务就配套到哪里，
让岳麓成为一座有人气、有商气、有灵气的新城。

“对比河东，岳麓是一个发展新区，就类似
于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 蕴含着热情奔放、
开放包容的创业文化，拥有着适宜于创新创业
的人文积淀。 ”

在岳麓区委书记周志凯看来，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岳麓区既没有去
产能的任务，也没有去库存的压力，拥有三大
国字号战略平台、 省市重要的产业发展平台，
可谓轻装上阵、机遇叠加，正处于“激情燃烧的
岁月”，大创业、大奋斗时不我待。

改革开放的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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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于上世
纪 80 年代中期的
经济园区，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重要
标志之一，它以产
业聚集的方式推
进城市的发展，也
成就了当前中国
的工业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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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高新区检验检测认证总部基地。 （效果图）

洋湖晨曲。 周跃林 摄

快速发展中的长沙高新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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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江新区洋湖总部经济
区，碧水环绕 ,彰显着城市发展的蓬
勃活力。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