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为为了了了时时时代代代的的的使使使命命命与与与担担担当当当
———40年，见证璀璨天心崛起

2018年12月3日 星期一
版式编辑 冉 明

T4—T5

天
心区

张福芳 王若飞 孙 喆 董 劲

40 年，人类历史长河中短短的瞬间，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日荒芜的河岸，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单调的天际线，被鳞次栉比和缤纷

霓虹装点；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快捷。
古城天心，沿湘江由北向南。 从南区到天心区，从金融外滩到省府新区，再到

融城核心。天心，用 40 年筚路蓝缕，用奋斗者的姿态，崛起于长沙，绽放在湖南版
图上。

湖南，位于中国的中部。 在其南面，是珠江三角
洲城市群；在其北面，是浩瀚的长江。 长江的下游，
便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湖南，要想崛起于中部，形成属于中部的城市
群，急需扩充体量，与湘潭、株洲融城发展。

于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曾有专家提出合并
三市为“毛泽东城”的构想。80年代初，随着改

革开放信号的释放，长株潭经济区由构想
开始转入理论探索。 90年代，中国改
革开放的步伐加快， 长株潭融城的
构想也被正式实施。

南融战略， 成为湖南打造
经济增长极的核心战略；通过
融城，聚集资本，扩大体量，让
长株潭成为珠江三角洲的后
花园， 同时又是沟通中西部
的桥梁。

其实，沿湘江呈“品”字型
分布的长沙、株洲、湘潭，无论
从地理位置或文化渊源来看，
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牵绊”。

而天心， 正处在长沙南大
门的长株潭交界处，这也使得天

心， 成为了长株潭一体化的核心
区。 而这，又与天心“繁北拓南”的构

想不谋而合。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下，长株潭一体

化也在加快步伐。
1997 年， 我省成立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省

级协调机构，开始推进长株潭三市一体化。
2006 年，我省对长株潭城市群扩容，首次提出

以长株潭为中心、一个半小时车程为半径、囊括环
长株潭的另外 5个城市，形成如今的“3+5”格局。

2007年，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最终获批“全国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

此时的天心，在做什么呢？
跳出天心区看天心区，从大中部、大长沙、大交

通的新变局中重新审视天心区的城区战略定位，适
时提出了“创业兴发展，三年新跨越”战略目标，按
照“北提南进”的思路开始拉伸城市骨架。

于是，南进的号角被吹响。 天心区向南生长的
速度风驰电掣：继“十五”期间搭建起省府新区路网
雏形后，“十一五”期间，天心区投入数百亿元，拉通
了芙蓉南路暮云段、 书院南路等 30 余条城区内主
次干道，省府片区“六纵六横”的路网格局基本形
成。

特别是 2015年，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将南托街
道、暮云街道由长沙县划归天心区管理。 天心区总
面积由 72 平方公里增加到 141 平方公里， 区域面
积扩大将近一倍，湘江东岸线从 21 公里延长至 32

公里，实现了与株洲、湘潭的
无缝对接。

融城更有了基础和底
气。

2016 年 8 月， 天心区
第五次党代会召开， 党代会
工作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
“融城核心 璀璨天心”的奋斗
目标，“北提南进” 战略进入实
施的快车道。

今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上， 要求城市群在自身
发展过程中，要结合所在
的区位条件、 资源禀
赋、经济基础，放在
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一盘棋”
中， 研究提出差
异化协同发展
的新目标新举
措，为长株潭城
市群一体化发
展指明了方向。

作为全省创
新引领、 开放崛起
的主阵地， 长沙，在
引领长株潭一体化进
程中被寄予厚望。 长沙市
天心区，对标省会定位，承接
融城重任，绘就“融城核心、璀璨天
心”蓝图。

今年 5月 25日，长株潭一体化区域合作
联席会议如期召开。 天心区主动担负起“融城核心”
责任，争当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传播者、先行者，努
力推动长株潭三市区县间的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迈进。

10 月 20 日，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首届联
席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启动了长株潭三市新一轮
合作机制，开启一体化发展新征程。

11月 13日， 长沙发布南部片区规划纲要。 纲
要明确指出，设立长沙南部片区，是长沙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省委省政府推进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战略的一
项重大决策。

规划建设长沙南部片区， 有利于探索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有利于构筑长株潭城市群
一体化的新极核， 有利于培育现代化长沙的新引
擎，有利于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这份纲要，让天心的融城步伐再次加快。
其实，实践早已证明，融城，这条路径，天心走

对了。
短短十几年时间，天心南部片区这块曾经的“城

乡结合部”变成了一片繁华的长株潭商圈，友阿奥特
莱斯、鑫远鑫悦汇、中海环宇城三足鼎立；麦德龙、迪
卡侬、步步高等商业巨头争先入驻；城际铁路、地铁、
公交车无缝换乘；文化、医疗、教育、商业等与民生息
息相关的大项目， 开始频频落子南部片区……融城，
变得十分具体而生动。

融城更带动了长沙国家文化（广告）产业园、湖
南地理信息产业园、湖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落
户。 天心南部片区，早已成为了天心崛起的重要引
擎，成为长株潭城市群中最具发展活力的板块。

让我们再来看看如今的天心区：
向南，是省府新区，长株潭融城核心，转型发展的

新“洼地”；向北，是金融外滩，是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的聚集地，更是长沙这座城市的地标。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 40年，湘江作证；40年，
璀璨天心崛起。

1996年以前，天心区还不叫天心区，而叫南区。
彼时的长沙市，由东区、南区、西区、北区和郊

区组成。 直到 1996 年，长沙区划调整，撤销原名，
设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和雨花区。

在 1988 版长沙市南区行政区划图上，南区所
辖范围，包括圭塘、井湾子、左家塘一带，版图呈一
面红旗状。

此时的南区，工业是当时长沙东、南、西、北四
区的“老大”。工业最强，地方税收最多，造就了当时
“南帝北丐”的说法。

其实南区当时作为长沙的老城区，聚集着一大
批党政机关、集体企业和私人小业主，太平街、坡子
街更是当时的商贸集散地。

特别是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安徽省
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
在城市，国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得到了明显改善。

作为本就有商业基础的南区，迅速恢复和发展
个体私营经济。 1980年，区个体、私营经济由 1979
年的 612 户上升到 910 户， 增长 48.8%， 到 1998
年，区个体、私营经济户主已增加到 10419户。

1988年 3月，南区还专门召开会议强调，全区
工作必须牢固树立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思想， 必须坚
持“启用能人”，引入竞争机制，以改革总揽全局，以
生产力为标准。

同年，南区贯彻省委“以开放对开放，以开放促

开放”方针，多次派人南下广州、珠海、海口等地，并
在珠海和海口分别设立了办事处和实业公司。

10年间， 还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制度
的一次重大改革。1986年，南区按照中央政策推行
劳动合同制，取代以往的“铁饭碗”。

“下海”在那时成为一个新潮词，不少人纷纷辞
职“下海”。

南区裕南街办事处管理人员朱辉煌抓住了契
机，1986 年以办事处的名义承包了当时濒临倒闭
的长沙市卷闸门厂。 次年，杨少洪入职长沙市卷闸
门厂，现任长沙防火装备厂总经理助理、生产技术
副总的他还记得，“这家卷闸门厂是最早一批区街
企业之一，也是湖南第一家生产防火门的企业”。

“厂房租在裕南街办事处对面， 那时候只有几间
房子用作车间和办公室。 ”杨少洪说，上世纪 80年代
能用上卷闸门是件十分时髦的事情，“当时技术和效
率远比不上现在， 一天都不一定能生产出一扇门，但
生意却十分红火。 ”

如今，这家企业已搬迁至天心经开区，拥有近
60亩土地，生意依旧红火。

当时的南区，除了长沙市卷闸门厂，还有长沙
高压开关厂、长沙工业泵厂、长沙散热器厂、淮山米
粉厂等耳熟能详的街区企业。

据史料记载，1988年，南区有工业企业 547户；
次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4239.6 万元，领军长沙市内
五区。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些

讲话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问题，全国迅速掀
起了学习热潮。 3月，长沙南区下发文件，要求认真
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并在全区开展解放思想
的大讨论。

1993 年 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 1994 年，湖南省委提出企业改革思路
是“抓大放小”，同年，南区成立区经济体制改革
办公室。

随后，南区提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新要求，解放思想促发展”的思路，先后制定一系
列政策性文件，指出要在解放思想、勇于开拓的同
时，放手兴办第三产业。 1994 年，省委省政府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个体私营经
济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以长沙南区为例，第
三产业每年增幅超过 5000 万元，1995 年实现总
产值 4 亿元， 第三产业的总规模首次超过第二产
业。 1996年南区的第三产业个体私营经营户发展
到 13739户。

这一年，长沙区划调整，南区改为天心区，但这
一次区划调整， 也使天心区工业企业一下子从
1995年的 724户减少到了 1996的 411户。

原因是工业重镇井湾子被划为雨花区， 东塘、
侯家塘、 左家塘等一部分商业繁华的老城区被划
出， 南部面临大部分辖区都是农村地区的现实，新
成立的天心区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烂机区”。

如何破局？

区划调整后，进入新世纪的天心区，面临的发展
困局是：东、西两翼拓展受限，北部老城区可开发利用
的地块不多，南部片区虽然地域广阔，但几乎都是农
村，基础设施落后。

破解发展困局，天心必须成为巨人。
资本，是成为巨人最快的阶梯。
2000 年，天心区委、区政府提出“繁北拓

南” 战略。 繁北———打造湘江金融外滩；拓
南———打造长株潭融城核心。

历史证明， 正是资本沿海岸线涌入开
放的中国， 才让中国迅速成为了世界第六
大城市群。

这个世纪， 要让资本在湘江沿线聚
集，让天心城北成为长沙的金融外滩。

其实天心发展金融业有历史，有基础。
早在 1987年，在黄兴南路的长沙玩具厂内，
就成立了南区城市信用合作社。

此举打破了国有银行一统天心的金融
格局，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 10 年后的 1997

年，南区城市信用合作社与长沙城市信用联社
合并，更名为长沙市商业银行华龙支行，天心区

不再对其实施管理。
新世纪后，天心区的金融梦想再次被点燃。“天心

区将举全区之力，打造金融强区，有效地推动文化天
心、商贸天心的发展。 ”天心区决策者分析，金融作为
经济的核心，对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

打造金融外滩可以开拔了吗？ 还不行，此时的外
滩片区，南至南二环，北起五一路，面积约 15 平方公
里，棚户区聚集，严重影响了城市品质和档次。

于是，在金融外滩，上演了一场老城区脱胎换骨
的精彩大戏。

其实，那时的南湖片区，也是外滩片区的主阵地，
是长沙市最大的一块棚户区，有近 3000 多亩，生活
着 3万多棚户居民。

从 2007 年开始，天心区相继启动南湖片区棚改
项目、北部棚改项目，准备在这个黄金地段里，开辟出
天心区发展的新空间， 用全新理念建设一座南湖新
城，打造属于长沙的外滩。

在接下来的 3 年里，天心人埋头苦干，将此列为
保民生、促发展的头号工程，与时间赛跑、向难题挑
战，克服资金筹措、拆迁政策调整等诸多难题，投入资
金 53.3亿元，拆迁单位 284家、住户 4289 户，平整土
地 2300多亩。

南湖片区棚改大幕刚刚落下，2010 年， 华远·金
外滩与保利·南湖广场两大项目在南湖片区相继开工

建设，华远、保利两大国内房地产巨头正式联手打造
南湖新城，仅此两项就将拉动逾 220亿元的投资。

老天心人熟悉的棚户区， 变成了华远华中心、汇
景环球中心、保利国际等高端商务楼宇，成为展示长
沙外滩现代繁荣的新地标。

时机到了，2011 年，天心区出台《促进金融产业
发展的若干办法》，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金
融机构落户，对在天心区新设立或新迁入的金融机
构给予一次性奖励，对金融机构新建或购置办公用
房给予政策优惠，对金融机构租赁自用办公用房面
积、期限达到一定要求的，给予租金补贴。 同时，直
接支持天心区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按贡献量
给予奖励。

汇丰、花旗、沃尔玛、家乐福等世界 500 强纷至
沓来，为区域带来了国际化的生活元素，外滩片区由
最大的棚户区逐渐变成最具活力的现代滨江新城，湘
江金融外滩开始屹立于天心北部。

2015年 8月，天心区正式公布了《天心金融产业
发展规划》（2016年至 2025年），由此拉开了区县金融
改革发展的新篇。 根据规划，天心区将打造“两带两区”
的金融产业空间布局，即芙蓉路金融聚集带、湘江金融
外滩带、省府现代金融服务区、暮云金融后台服务区。

其中， 湘江金融外滩带以南湖滨江片区为核心，
书院路以西，北至五一路，向南延伸至暮云，长约 32
公里，建设高级写字楼、高端酒店、高档住宅等功能齐
全、服务完善的商务区。 主要引进
金融机构总部或区域性金
融机构总部， 大力发展
金融中介服务和金
融配套服务，打造
集金融、商务、休
闲为一体的金
融总部区。

再 到 今
天，逐渐成规
模的现代金
融业已成为天
心区的一张新
名片。沿着芙蓉
路往南，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湖南
省分行、中国邮储银
行湖南省分行、华融湘
江银行总行、方正证券、湘
财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兴业证
券中国人寿、泰康人寿、华泰财险、省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一家家大腕级金融机构，给天心区
快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赋予了勃勃生机。

楼宇经济也在空中聚集财富，2300 家公司、企业
进驻平和堂、新世纪大厦、BOBO 天下城、海信国际广
场等商务楼宇，年纳税额超亿元，撑起了区域经济的
一片天……

截至目前，天心区已累计引入和培育的金融机构
达 312 家，税收占比 28%，金融产业成为全区第一大
税源，基本形成了以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为产业核
心，以投资、信托、期货公司、基金公司为重要补充，以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公司等为产业支撑
的多元发展格局。

湘江金融外滩， 早已实至
名归。

岁月如歌 由南区到天心区

敢为人先 向南，向南，融城

向向向南南南

爱拼才会赢 湘江边上崛起的金融外滩

向南，，，

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贺龙体育场原貌 。

2006 年的贺龙体育场。

上世纪 90 年代末太平街贾谊故居门口。

今日的太平街贾谊故居门口。
董劲 摄

2006 年 湘 江 大 道
南液化气码头原貌。

2013 年湘江大道南液化气码头段。

长沙外滩。 (本版老图片由长沙市城建档案馆提供，其他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天心区委宣传部提供)

向
南
，融
城
。
梅
亚
丰
摄

上世纪 90 年代黄兴中路九如斋。

今日的黄兴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