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奏响文化交响曲
打造文创“凤凰台”
———2018 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发展回顾

凤凰台上凤凰游。 对企业主体来说，产业园区就像服务发展
的“凤凰台”。 只有园区发展好了，才不会“凤去台空江自流”。

2018 年，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紧紧围绕天心区“北提
南进、服务引领、民生造福”战略，紧盯打造中部地区文化创意产
业高地目标，着力引企业、优环境、搭平台、促创新、营生态，积极
推进文创产业聚集和发展。

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正以实际行动积极履责，推动园
区产业升级发展。

【本版图文均由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提供】

《尚书·益稷》记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是说箫韶之曲连续演奏九章， 凤凰也随乐声
翩翩起舞。 一个产业园区能不能引来“凤凰”
随之起舞，奏响“乐曲”是一个重要前提。

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深知企业对
园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自园区成立以来，
“加大招商推介”始终是一项被“置顶”的重要
举措。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也是
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会，是天心区外
来投资的重要来源，我们借助异地长沙商会的
力量， 诚邀更多的湘籍企业家回故乡、 建家
乡。 ”在年前的深圳异地招商推介会上，天心区
委书记朱东铁就向企业家们发出了邀请。

2018 年，园区组织招商小分队多次奔赴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开展点对点招商，
面向全国文创企业拨动琴弦，吹响了“创意集
结号”———

2018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2018 年“湖
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在上海、杭州、
南京、昆山四地同步举办。 长沙天心文化（广
告）产业园诚意亮相杭州美景中，在湖南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推介会上积极为自己代
言，吸引企业洽谈、签约。

通过这次推介，上海幻维数码、材宝网等机
构、企业与园区两方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9 月 27 日—29 日， 黑龙江哈尔滨第 25
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带热“冰城”。 长沙天心文
化（广告）产业园作为全国 35 家国家级园区
中唯一受邀园区参与盛会， 以“回归创意初
心，洞察人心美好，点燃创意激情”为主题开
展推介活动。

在今年 1 月举办的香港国际授权展、5
月的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9 月的第九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
览会……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的招商
推介活动，可谓马不停蹄，贯穿全年。

既要走出去广纳英豪， 园区亦作为东道
主布场设宴，招徕四方。

6 月 21 日，园区举办了以“设计创新，助
力艺术品远航”为主题的第三届“天心艺术品
论坛”， 重点讨论新形势下行业的传承与创
新，发展的痛点和难点。

8 月 15 日，正式启动 2018 首届中国·长

沙文创设计大赛， 面向全国发出“创意征集
令”， 提升长沙文化创意设计水平，
助推长沙“国家创新创意中
心”建设。

12 月 7 日召开的
第三届文化创意天
心阁峰会，则把一
年的“乐曲”推
向了高潮。“文
创板”上市政
策的发布，合
作 项 目 的 签
约，共识的达
成，让一年的
忙 碌 圆 满 收
官。

翻 开 成 绩
单，全年园区共引
入企业 127 家，平
均不到 3 天就引来一
只“金凤凰”，招商率达
85%。

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国家广告产
业园区、 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位
于湖南省长株潭三市融城的前沿阵
地———长沙市天心区，是长沙“国家创
新创意中心”和“世界媒体艺术之都”

建设的重要载体。 凭借国家级文化产
业平台“两园一基地”的发展格局，引
进国家知识产权局长沙商标受理中
心、湖南版权工作站、长沙文化金融中
心落户。 2017 年 10 月，获评“全国版权
示范园区”。

文化企业作为卖“点子”、卖创意的企
业主体，优势明显，弱项也非常突出。 由于
它的轻资产属性， 在传统的融资方式面前
存在先天不足。 尤其是很多中小文化企业，
都被“融资难、融资贵”卡住了命运的脖子。

“金凤凰”想要飞得更高，羽翼就必须
够丰满。2018年，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
园继续加大创新金融服务， 率先建成国家
商标优势平台，开创“文创板”挂牌综合服
务，积极创建全国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区，给
“金凤凰”的腾飞添上了“金翅膀”。

今年 4 月 3 日，园区举行 2018 年首批
商标质押贷款放款仪式。 园区企业湖南长
沙阳环科技成功获得银行授信 500 万元，
并获得园区贷款贴息支持。

“从来没有想过商标还可以质押，
对于我们这种轻资产的互联网企业
来说，此举既帮到了点上、又扶到
了心上，解决了企业最大的无实
物抵押贷款难问题，为企业发展
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放款仪式
上， 阳环科技总经理刘琴难掩
激动。

天心区政协副主席、区工
商联主席、长沙天心文化（广
告）产业园管委会负责人罗超
纲对此表示，用商标质押贷款，
是创谷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的
手段。园区已与多家银行建立战

略合作， 搭建金融和股权服务平
台， 为文化创意类轻资产企业贷

款、融资开辟绿色通道。
位于园区内的长沙商标中心， 是国

家商标局在长沙地区的唯一前置窗口，也
是目前湖南唯一集注册商标“变更、续展、

转让”、“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等在内的全
部 25 项商标受理业务的商标服务中心，实
现了商标全业务在湖南的本地化办理，填
补了我省市场管理工作的空白。

在商标质押贷款方面，2018 年全年为
省内企业获得质押贷款 6.11 亿元， 业务工
作在全国 154个同类窗口中稳居前三。

于今年内上线的“文创板”，则是文创
企业发展的又一“福音”。 今年，天心区成功
引入国家私募股权交易平台“中证机构间
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打造文化创意金
融综合服务平台（即“文创板”），并积极推动
亚文传媒等 5 家企业文创板成功挂牌上
线。

在 2018 第三届文化创意天心阁峰会
上，天心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建发布了“文
创板”挂牌政府支持政策，赠予文创企业发
展又一“大礼包”。

下一步，“文创板” 还将继续探索与努
力，为文创企业提供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
帮助有潜力的企业对接产业链资源， 实现
融资。

“2017年长沙文化金融服务中心落户
园区， 园区重点企业中广天择传媒在上海
证交所挂牌上市，2018 年与中证报价合作
推出‘文创板’，文化金融融合市场百花齐
放，发展迅猛，园区发展可喜可贺。 ”长沙市
委常委、 宣传部长高山对园区金融服务文
化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在湖南
积极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长沙大力发展文
化产业的热潮中， 各类文化产业园区蓬勃
发展， 已成为文化创意企业快速成长的肥
田沃土。2018年的发展实绩再次证明，长沙
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已成为个中翘楚。

文创大潮起，天心“高阁”立。 未来，长
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将继续充分挖掘
文化资源、不断创新发展模式、着力深耕文
创产业，大力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助推
长沙乃至湖南开放崛起。

年终岁末， 长沙因营商环境质量全国靠
前而引发热议。 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软实
力， 也是各国各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
素。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营商环境之于
企业，就像梧桐树之于凤凰。

今年 3月，长沙市天心区正式出台《关于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十条措施》，这是天心
区继 2017 年出台《关于创新服务企业长效
机制的意见》后，再次推出的优化发展环境、
助力实体经济、服务企业的“大礼包”。

为了留住从全国各地引来的“金凤凰”，
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今年在优化营商
环境上下足了功夫，聚焦主业、立足实际，围
绕企业主体打造“五服两平台”套餐式园区服
务体系。 结合全市“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动”
开展，推动政策精准入企，为企业提供指导培
训和宣讲解读， 督促政策落地惠企。 通过网
站、微信公众号以及开辟宣传栏、印发宣传手
册等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深入调研走访
企业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情况“量体裁衣”
精准施策，按“一企一策”原则，对符合相应政

策申报条件的企业，尽可能地制订合适的“帮
扶政策集成包”。 以最快的速度深入企业，以
“辛苦指数”换企业发展指数，在全园形成大
行动热潮。

人才服务。 与省市人才市场、 省市人才
网、 长沙移动频道、“前程无忧”、“猎聘网”等
合作， 搭建满足园区企业中高端岗位需求专
属平台，为园区近百家企业成功招聘 700 余
人。

交流展示。加强与媒体合作，宣传报道园
区 100 余次。 加强园区门户网站、微信公众
号交流展示工作， 组织企业家赴杭州参加第
十四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牵头组织了与湖
南科技大学和湖南工业大学的校企对接活
动。

法律服务。 争取区法院、区司法局支持，
在园区建立运营“区人民法院驻园区调解
室”、“区司法局驻园区调解室”， 实施了一系
列涉及园区内企业经济纠纷问题的司法调
解。

生活配套服务。 做好园区企业公租房配
套，建立专属 IDC 机房建成投入使用，企业

足不出户即可在园享受优质高效、 价格优惠
的信息化服务。 公共区域 WIFI 全覆盖系统
完成优化升级，真正实现智慧园区。开通公交
服务，方便园区企业办公出行。

此外，今年 11月 20日举办了“千人帮千
企百日大行动”金融助推企业发展论坛。论坛
上，建设银行、长沙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投资
基金、长沙市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长
沙市小微企业转贷引导基金等金融机构，与
文创企业面对面交流， 为企业融资贷款提供
帮助。

创 新 金 融 服 务
给“金凤凰”添上“金翅膀”

加 大 招 商 推 介 平均三天引进一只“金凤凰”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为“金凤凰”筑好“乐业巢”

� ←长沙天
心文化 （广
告）产业园。

↓ 长 沙商 标
中心 全业 务办
理窗口。

创谷红星党建服务中心。

↑2018 第三届文化
创意天心阁峰会在长
沙天心文化 （广告）产
业园成功举办。

2018 长沙市“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动”机构间私募产
品报价与服务系统文创板上线仪式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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