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 晗 刘 武

时间是最伟大的见证者， 记录着一个区域奔跑的
身影和追梦的足音。

麓山伸臂而揽，湘水穿腹而过。从国家智能网联汽
车 (长沙) 测试区到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建设现场；从
320 米高的湘江 FFC 大厦到湖南金融中心金融广场
……走滨江、览梅溪、进洋湖、上大王山，现代楼宇鳞次
栉比，产业项目星罗棋布，处处感受到湖南湘江新区兴
产业、谋发展的火热场景。

刚刚过去的一年，产业提质、项目提效、改革提速，
现代文明与古典浪漫交织的 1200 平方公里土地， 彰显
着经济腾飞的大势，释放出产业集聚的力量。

一串流金淌银的数字， 倾诉着一年的嬗变：2018

年， 湖南湘江新区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0.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等主要指标增速分别达 9.6%、13.3%、12.1%，成
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标杆。

奔跑的力量，来自创新发展；跨越的动能，源于实
干善为。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站在全新的时代节点，湖南湘江
新区信心满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强化
统筹融合服务，推进“一体两翼三个走在前列”：牢牢把
握产业转型、 动能转换这一主体目标， 围绕高端制造
业、高技术服务业“两翼”发展，扎实推动新区在长沙担
当省会责任、产业项目建设年和质量、效率、动力“三大
变革”中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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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江新区 奋力奔跑 追 前行梦
2019 年湖南湘江新区经济发展的春天，

比气候学意义的春天来得早了许多。
1 月 20 日， 中联智慧产业城在新区正式

启动建设，项目总投资 1000亿元，建成达产后
预计将实现年总产值 1000亿元， 创造就业岗
位 3万个以上。这无疑是湖南打造现代制造业
基地的里程碑事件。

这个由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运营和管理的“巨无霸”，将聚集中联重科在长
沙地区的混凝土机械、工程起重机械、路面机
械、消防机械等装备制造产业和 6 个国家级创
新平台，新增土方机械、高空作业机械、智慧农
机、人工智能（AI）等新兴产业和研发试验、产
品孵化基地与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中心。

“我们争取通过 4 年时间，将项目建设成
国内乃至全球智能化程度最高、品种最齐全的
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综合产业基地。 ”中联重科
董事长詹纯新表示，除了超大规模的投资和产
值外， 项目还将带动全产业链上下游年收入
500 亿元以上， 实现税收 72 亿元以上， 成为
“中国制造 2025”中部创新引领高地、湖南高
端装备智能制造的国际名片。

“集结令”一出，“冲锋号”四起。
由中国最大的自营式电商企业京东集团

投资建设的京东湖南亚洲一号开工在即。项目
投资 50 亿元，用地 655 亩，按智能仓储 4.0 标
准， 建设以京东电商智能仓配中心为主的京
东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区域结算中心、快递快
运配送分拨中心、 京东金融及湖南省区域总
部，预计 2020 年 10 月竣工并实现部分投产。
项目全面投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 100 亿
元、税收 1.5 亿元以上，将实现全球首个全程
无人化物流运营体系，解决就业 1500人左右。

国内知名的集纯电动汽车研发、 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浙江电咖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也将目光投向新区， 斥资 51 亿元
打造浙江电咖新能源乘用车新基地。项目主要
建设冲压车间、焊装车间、涂装车间以及综合
楼和成品车发运中心等生产辅助设施，主营方
向为新能源高端电动汽车的 ENOVATE（天
际）车型的研发、生产、销售。2022年全部建
成投产后， 预计可实现年产新能源乘用
车 6 万台，年产值 60 亿元以上，年税
收 2.3亿元，解决 1680人就业。

今天的项目布局，就是明天
的发展格局，源源不断的“芯”
动力， 正让湖南湘江新区时
刻保持全速奔跑的热度与速
度。

2018 年，新区人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线，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重、人才
为本，大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从起航周到奋进月、攻坚季、蝶变年，演绎了
一个又一个精彩篇章。

新年伊始，湖南湘江新区再次吹响新一轮
项目大建设的号角， 紧盯世界 500 强企业、紧
盯投资 50 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紧盯投资 10
亿元以上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项目，全

年铺排重大投资项目 472 个，
总投资达 5158 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1320 亿元。 其中，
重大产业项目 299 个，年
度投资占比达 82%；一
季度 65 个项目计划开工，
创造新一个“产业项目建设
年”的开门红。

新项目孕育新希望， 大项
目支撑大发展。一时间，湘江西畔
为之沸腾。

大刀阔斧抓项目
全年铺排重大产业项目 299 个，一季度 65 个项目迎“开门红”

创新的“种子”与金融的“活水”会碰撞出
多大的可能？基金小镇与产业园区又会产生什
么样的化学反应？

1 月 23 日，湘江基金小镇“智汇湘江·科
创新区” 品牌路演走进五矿麓谷科技产业园，
以“千人帮千企”为主题，优选 6 个园区优质项

目精彩路演，涉及医药健康、移动互
联网等高精尖产业， 吸引 120 余
位投资人到场深度对接，也拉开
了湖南湘江新区 2019 年度科
创路演的大幕。

为经济发展吹响“进
军号”， 为企业和企业家
送上定心丸。 放眼新
区，“千人帮千企”大
行动热火朝天。

一方面， 成立
“千人帮千企”帮扶小
组， 除了纳入全市行动

的 627 家企业， 还按照
“特色错位”“拾遗补缺”原
则， 遴选新增 100 家创新型

“小巨人”企业，领导领衔、按周
摸排、分月调度、一年考评，形成

从招商、建设到投产、运营为一体
的全周期项目企业服务链；另一方面，切实为
民营企业助力纾困，创新帮扶方式，以科创路
演为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搭建一座“双赢”的
桥梁。

“军用品市场安逸的局面很快会被打破，
我们必须提前准备即将到来的激烈竞争，对资
金的需求更加急切。 ”参加这次路演的晶优新

材项目演讲人认为，“智汇湘江·科创新区”路
演能使企业更高效地对接各类金融机构，效果
是事半功倍的。

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发展的“试金石”，
湖南湘江新区近年在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资
源要素分配、政策支持、行政审批上全力为区
（市）、园区做好服务，以优化服务的意识和作
为促进统筹融合发展。

向上，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更多改革先行
先试试点和政策，以先行先试的发展优势促进
统筹融合发展；向下，加大新区财政对重大产
业项目的投入，发挥新区产业基金作用，服务
新区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招商引资，推进新区
与 3 个区市、5 个园区结成更加紧密的发展共
同体、利益共同体，以资金和基金的纽带作用
来促统融。

一切奔着问题去，一切跟着问题走。 近年
来，湖南湘江新区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推
进政务服务、普惠金融、土地供给、知识产权等
要素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
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极大激
发了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增强创
新力、提高竞争力。今年，湖南湘江区将继续推
行重大项目领导联点制、重大招商项目首席责
任制度、新兴优势产业链链长制“三制联动”，
通过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提供更便捷的办
事服务，营造更浓厚的亲商氛围，跑出新区政
务服务“加速度”。

春江水暖，产业先知。 湖南湘江新区加速
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系列举措，犹如春
风拂来，吹动千树万树花开。

扑下身子优服务
结对帮扶 727 家企业，科创路演为企业融资“架桥搭路”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打造区域经济“升级
版”，是国家级新区的重要使命。 在新旧动能转
换风起云涌的当下，湖南湘江新区在产业发展
上任重道远。

获批伊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如
一粒种子，深深埋进新区建设者的心中，薪火
相传。

在岳麓山下， 后湖科创·文化产业园上个
月开园，科创梦想小镇、创意设计小镇等正聚
力“四新经济”蝶变为全国知名的艺术高地。

在大王山脚，建于百米深坑之上的“世界
九大最难施工项目之一”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
主体钢结构工程顺利封顶，今年开园后将拉动
长沙成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在望城经开区， 按照德国工业 4.0 标准打
造的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 仅用 86 天
就完成了从开工到完工， 再到手机下线的奇
迹，未来规划产能 1.5 亿台智能终端的生产线，
将带动整个长沙智能终端产业链的发展。

在含浦，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
内，全国首条智慧公交示范线路试运行有条不
紊，以测试区为核心的“湘江智谷”已聚集优质
关联企业 347 家，剑指未来的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链正加速形成。

2018 年以来， 湖南湘江新区着力推进质
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 高端装备与人工智能
产业崛起千亿产业集群; 先进储能材料产业正
成为中国“储能材料之都” ;信息终端、3D 打印
和工业机器人产业分别引进龙头企业; 以智能
系统测试区为依托， 全国乃至全球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及产业化高地“湘江智谷”呼之欲出;湖
南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云集， 湘江基金小镇基金
管理规模超 2000亿元……

寻找经济大厦的新支点， 创造发展快车的
新引擎。新的一年，湖南湘江新区经济发展怎样
布局，产业转型如何布子？

“要牢牢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快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 ”新区决策者的产业发展思路清
晰而明确。

建链、强链、补链、延链，湖南湘江新区引领
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火力全开”！

围绕打造“湘江智谷”，湖南湘江新区今年
将着力构建“10+6”产业发展体系，对标长沙市
22 条产业链，聚焦“三智一自主”，大力发展人
工智能和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机械、增材制造、
先进储能材料、自主可控计算机和信息安全、先
进硬质材料、航空航天、食品、新型轻合金、智能
终端 10大高端制造业，移动互联网、现代金融、
文化旅游、基因工程和生命健康、研发设计和创
新服务、检验检测 6大高技术服务业。

前不久，新区管委会印发了《深入推进湖
南湘江新区优势产业链建设实施方案》， 提出
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移动互联网等 16
条产业链。

根据《方案》，新区 2019 年将围绕“产业转
型、动能转换”主体目标，以高端制造业、高技术
服务业为重点， 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及机器
人、工程机械、移动互联网、先进储能材料、航空
航天、基因技术及应用、新型轻合金等 12 条市
级产业链在新区发展壮大，并立足新区产业优
势，增设智能终端、研发设计和创新服务、现代
金融、文化旅游 4条产业链。

其中，为突出产业特色，新区将在人工智
能及机器人产业链中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链，在基因技术及应用产业链中聚焦基因工程
及生命健康产业链。

《方案》还明确，由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
和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为 16 条优势产业
链的“链长”，牵头总负责相关产业链建设工作。
按照“一周一反馈、半月一走访，一月一调度、一
季一点评”的要求，加强对各产业链的研究、调
度、协调和服务。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
迎着新时代浩荡的春风，湖南湘江新区追

梦的脚步，正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
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迈过高楼广厦，穿越林
立厂房，奔向那片奔腾不息的蓝色海洋。

一心一意强产业
构建“10+6”产业发展体系，16 条重点产业链齐发力

（本版图片由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梅溪湖城市岛。

湘江西岸，一座产业高端、生态宜居的国际化新城快速崛起。

重大项目如火如荼 ，
产业新区日新月异。

伟创力长沙
智能制造产业园
智能手机产品生
产线。

夜色中的湖南金
融中心，流光溢彩。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
区内，聪明的车遇上智慧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