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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雨花区，是奋斗者的热土。 新征程际遇

下的磅礴伟力，正是无数奋斗者的机遇。
在过去的 2018 年，雨花区新增市场主

体 2.6 万户。 一批弄潮儿从四面八方来到雨
花，因为看好这蓬勃的市场活力与温馨的市
场环境。他们的名字叫“创业者”。“量身定制
打造厂房，配套人才公寓，来雨花区创业能
享受到更多温馨服务。 ”“90 后”创业者刘洪
涛再三衡量后决定把自己第一个工作室建
在雨花区。

在 1 月 24 日的雨花区经济工作会议
上，200 余家企业领取了雨花区兑现的近
6000 余万元产业扶持奖励资金。 加大技术
投入，打造智能生产车间，孵化创意项目，引

进高端人才……他们的名字叫“企业家”。
“我们衷心期待企业落户雨花区，我们

将诚心服务各位企业家。财富品质幸福雨花
的实现，需要创业者、企业家共同参与。 ”区
委书记张敏的殷殷深情，如一则“招贤令”拨
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新的征程，是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的
征程。

在雨花大地，领导干部深入企业走访调
研，结合企业实际“量体裁衣”，尽可能制定
合适的“帮扶政策集成包”，并根据反馈意见
及时解决问题。“工业 30 条”、“人才政策 22
条”、“科技 1+4”……一项项政策宣讲，一个
个奖励扶持政策兑现落实。 他们的名字叫

“服务者”。

目前，雨花区积极出台《2019 年“千人
帮千企”联点帮扶实施方案》，明确包括 67
个项目、45 家企业在内的重点帮扶“菜单”，
涉及工业高新技术、商贸物流、服务业、农业
产业化、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 明确联点领
导、设置帮扶团队、公布联系方式，同时创新
工作讲评、台账管理、问题交办、信息反馈等
系列服务举措。

“能取消的坚决取消，能下放的坚决下
放，能让权的坚决让权。 以本轮机构改革为
契机，雨花区继续推进简政放权，继续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 ”雨花区委副书记、区长刘
素月的“三个坚决”，释放出便民信号。

举措进一步压实：压缩审批时限，确保
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工业建设项目施工
许可证审批周期减少到 3 个、5 个、45 个工
作日内。 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向网上迁移、向
移动端迁移，确保“一次办”“网上办”比率均
达 95%以上，证明材料再精简 30%以上，跑
出雨花政务服务加速度。 他们的名字叫“改
革者”。

数九寒冬、天寒地冻，但雨花区项目建
设现场仍是热火朝天。“这几天长沙天气放
晴，我们急着抢工期。”“农历年底，工友决定
轮流回乡，工地上离不开人。”……简单的话
语，最能感人；每一个平凡的个体，都闪烁着
光芒。 他们的名字叫“建设者”。

区域发展，关键在人。
创业者、服务者、建设者……一个个忙

碌奔波的身影， 是雨花紧锣密鼓发展的缩
影。 从他们的足音里，我们能听到雨花发展
的脉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区
域的未来。

———长沙市雨花区部署 2019年经济工作

出发，向着新征程！

（本版图片由长沙市雨花区委宣传部提供）

欧阳倩

一些重要的节点， 标注出时间的
分量，也镌刻出区域前行的坐标。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新
的征程，正在开启；新的征程，令人期
待；新的征程，给人振奋。

匠心独运丹青手， 万里山河起宏
图。 1 月 24 日，长沙市雨花区召开经
济工作会议，吹响砥砺前进的号角。

这是集结的号角， 这也是奋进的
跫音，这更是时代的声音！

湖南感知着雨花区———
感知着雨花担当。寒意料峭，抵挡

不住干事的激情。 2019 年，雨花区将
以“强化党建引领、攻坚项目建设”为
抓手，重服务、重转型、重创新，释放一
系列信号；有层次、有重点、有部署，思
路清晰而脚步坚定。

感知着雨花作为。 从田园综合体
到现代化强区， 从鳞次栉比的楼宇到
广袤无垠的绿心地区， 从热火朝天的
项目工地到背街小巷……雨花区始终
以党建为引领，上下团结一心，甘于奉
献、 善于作为， 以抓铁有痕的韧劲和
“钉钉子”的坚守，一步一个脚印，一年
一个台阶，把雨花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在我省两会期间， 雨花区以经济
工作会议为契机，再次迈向新的征程。

这个征程，是雨花区与省委、省政
府，与长沙市委、市政府同频共振的新
征程；这个征程，是雨花区继续纵深推
进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厘清方向 、 提振信心 、 注入动
力———财富、品质、幸福雨花，踏浪前
行！

圭塘河畔，长沙城南。历史的履带，
爬过一道道坎，走过一道道坡，留下生
机勃勃的新气象。

1 月 17 日， 长沙市雨花区委书记
张敏，区委副书记、区长刘素月，带领各
街道、部门负责人，观摩该区 13 个重点
项目。

经济发展慢不得， 建设要加快，基
础要夯实， 思路要打开， 服务要跟上
……这是观摩活动传递的 2019 年项
目建设“信号”。

项目怎么抓，谋划建设项目的能力
如何，有关部门服务项目的情况怎么样
……雨花大地，正在酝酿一年的春耕。

回眸走过的 2018 年， 雨花人心绪
澎湃。 2018 年，雨花区全年纳入市级重
大项目库的 106 个项目（含预备项目），
35 个新建项目 100%实现提前开工，推
进顺利；19 个预备项目 100%完成可研
批复；20 个项目实现竣工投产。 全年完
成重大项目投资 263 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 131.87%，全面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

踏上新征程，雨花更有迎难而上的
胆识和激情。 2019，雨花区将铺排 196
个项目，项目总投资 998.24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217.87 亿元。 从产业集群到
城市建设， 从片区推进到民生工程，雨
花区项目建设已然跳出“一城一地”得
失来思考发展路径，从全局的高度去擘
画和推动。

内外发力、加减并用。近年以来，我
省大力推进长株潭规划、交通、产业、环

保、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当前重点启
动“三干”“两轨”等交通一体化项目建
设。 长沙市彰显省会担当，引领推进长
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两年行动计划，
尤其将重点建设南部片区。

重融合，做“加法”，这是雨花区作
为长株潭城市群融城核心板块、前沿阵
地的责任担当。 融合，对外是把自身发
展置身于新一轮长株潭一体化建设中；
融合，对内是积极拓宽发展空间，统筹
推进内城区、主城区、新城区、开发区、
生态区五大组团发展，持续抓好重点片
区开发建设，加快形成多极支撑、协同
发展的局面。

告别粗放扩展，告别“铺摊子”，在
产业项目铺排上，雨花区产业定位越来
越清晰，产业推进越来越坚定。 牵住智
能制造的“牛鼻子”：2019 年，雨花区将
全力推动产业智能化改造扩面升级，力
争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整车扩产项目建
成投产，实现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产业
产值 350 亿元；充分发挥比亚迪、航天
九院、 大族激光等行业龙头带动优势，
实现人工智能传感器及机器人产业产
值 100 亿元。

抢占现代服务业制高点：将持续开
展示范楼宇创建， 打造一批特色楼宇、
品质楼宇，引导高技术服务、现代商贸、
现代金融、会议会展、文化创意、健康养
老等服务业向楼宇集聚。 加快电商物流
园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普洛斯、红星全
球采购中心项目一期投入运营，基本完
成宝湾、万科物流项目主体建设。

沧海横流，惊涛拍岸，唯有心怀信念才
能勇立潮头。无论何时何地，加强党的建设，
是雨花区坚守的信念。

2018 年，雨花区成绩的取得，是因为有
党建这个“龙头”。 从身体力行“八项规定”，
到带头践行“三严三实”，再到积极参加“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党性锤炼上雨花区党
员干部不含糊、不敷衍，形成了显著的“头
雁”效应。

而今迈步从头越，未来，更需掌舵者坚
决把控方向，确保航向准确。

产业链延伸到哪里， 党组织就跟到哪
里。雨花区成立了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产业
链、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产业链两个产业链党
支部。 通过“激活”园区党建资源要素，实现
党建深度与产业广度的“增量”。

项目现场在哪里， 党组织就扎根在哪
里。在项目征拆现场，在项目建设现场，在项

目服务现场， 在项目招商现场， 来自区、街
道、施工单位、拆迁户等不同方面的党员组
建临时党支部，发挥“一个支部一盏灯、一个
党员一面旗”的示范引领作用，树更高标准，
出更实招数，下更大力气，有效调动积极性，
发挥创造力。

民生需求在哪里， 党组织就服务在哪
里。 以“一圈两场三道”建设为统揽，雨花区
将进一步抓好教育、医疗、养老、文体等社会
事业，将推动重心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增加
配套惠民项目。 目前，雨花区已构建驻区单
位、企业、楼宇等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平
台，20 多家党建联盟单位， 按照“共建、共
治、共享”的要求，发布了共建项目，包括提
供阵地支持、党员服务、提供培训讲座资源
等。 辖区不同类型的党组织还可结成“对
子”。

企业的难点在哪里，党组织就伴随在哪

里。以“产业项目建设年”“营商环境优化年”
为抓手，雨花区领导班子多次组织召开重点
税源企业座谈会、 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出
台系列补贴、奖励、扶持政策。 同时，调研项
目、走访企业，为项目建设牵线搭桥，为企业
排忧解难，沉下身子精准服务，引得大批“大
好高精尖”企业入驻。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一批批新项目不
断孕育出新希望，一个个大项目带动区域大
发展。接踵而至的项目，提升着雨花品质，带
动着雨花活力。

历史潮流奔腾向前，雨花区在新的征程
中，在发展的巨澜中，决心更大、方向更明、
动力更足，以崭新姿态，再次扬帆起航！

加与减，“一盘棋”布局

进与紧，“一家人”合作

严与实，一颗红心守到底

近年来，雨花区持续开展示范楼宇创建，打造了一批特色楼宇、品质楼宇。 图为运达
广场。

以“一圈两场三道”建设为统揽，雨花区将进一步抓好教育、医疗、养老、文体等社会事
业，增加配套惠民项目。

长沙市雨花经开区一工地建设现场。

现代商贸、现代金融、会议会展、文化创
意等服务业向楼宇集聚。 图为德思勤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