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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就伟创力招聘开展劳务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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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 事
———用魄力创下“望城速度”

这是一条筚路蓝缕之路， 这也是一条绝
处逢生之路。从布局谋篇之始，便注定了不平
凡。

伟创力项目有许多光环，如湖南省“五
个 100”重大招商项目、省市重大产业链建
设项目，它也是世界 500 强企业伟创力和华
为联手，按照德国工业 4.0 标准，面向未来
20 年发展打造的一个智能制造生产基地。

要完成如此重任，必将有高瞻远瞩的目
光，有深谋远虑的思路。 伟创力一期从建设
到投产，仅用了 86 天，其速度之快、效率之
高让人惊叹， 创造了项目建设的“望城速
度”。 二期桩基工程仅用时 52 天就完成了
6489 根的总任务，变不可能为可能，再次创
造了项目建设的传奇。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一个项目，连
续多次创造奇迹，绝非偶然，这与谋事者的
魄力密不可分， 更与干事者的担当精神息
息相关。

创新为魂。 面对工期短、难度大、要求
高的情况，如何另辟蹊径？ 长沙市委、市政
府及望城经开区创新思路， 采用“以购代
建”的方式，不仅有效盘活了园区存量闲置
资源， 而且极大地促进了项目落地投产；

“先内后外、交叉施工”的方法，不仅克服了
现场施工面窄的困难， 也大大缩短了建设
工期。

实干为要。建项目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
枪实干。长沙市委牵头，市经信委、星沙海关、
市财政局、 市口岸办等部门全力支持项目建
设。 望城经开区高规格成立由园区规划建设
局、产业发展局、财政分局、振望公司、伟创
力、望建集团多方组成的“联合作战指挥部”，
深化、细化、精化了项目建设甘特图，建立“日
协调、周调度、月督查”制度，严格按照任务
书、路线图、时间表，争分夺秒、紧锣密鼓促落
实、抓推进，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服务为本。 园区坚持“一条龙”服务，对

项目审批推行“零等待”，在依法依规前提下
积极开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面对招工难
题，经开区成立劳动服务中心，推行“区内 +
驻点 + 校企 + 设点”四位一体的招聘模式，
在怀化、自治州、岳阳、益阳等 9 个市州（县）
设立驻点招聘组，在区内外职业院校、人力
资源市场设立招聘点，依托电视台、大型户
外广告、“望城就业通”微信公众号等媒介滚
动式播报招工信息，多渠道推进招聘工作。

为解决工人流失率高的难题，望城经开
区安排数名工作人员与工人同吃同住，切身
感受，换位思考，解决工人的难题，帮他们找
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 今年春节复工后，近
4000 名员工按时返岗， 上班第一天返岗率
达 90.3%，这也是伟创力在国内生产基地节
后返岗率最高的工厂。

谋 时
———用实力引来“金凤栖息”

凡成大事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伟创
力项目建设，是恰逢其时。

2018 年是湖南省产业项目建设年，纵
观三湘大地，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呈现出你
拼我追的状态。

长沙， 作为省会城市， 全省经济的领头
羊，把产业链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深入贯彻落
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智能制造为统
领， 先后出台“工业 30 条”、“人才新政 22
条”、科技创新“1+4”、产业链发展意见等政
策文件，并梳理了 22条产业链，其中，伟创力
项目属于智能终端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作为标杆项目，伟创力项目从一开始就
得到了省、市、区三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和全力支持。 前期，为尽快促成项目落户，省
委书记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 3
个月内两次会见伟创力 CEO 迈克尔·迈克
纳曼一行。

项目落地后，长沙市委、市政府深知，这
只是千里征程的第一步，接下来，产业链招
商、项目兴城、中部崛起等重任将迎面而来。
为此，市、区两级迅速统一思想，达成共识，

明确以伟创力项目为依托，以打造千亿级手
机智能终端产业园为目标，全面推动手机智
能终端产业链建设。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市委
副书记、 市长胡忠雄等省市区领导亲自跟
进，多次带队赴伟创力考察磋商，多次会见
公司高层，身体力行了“精准、舍得、执着”的
招商理念。

功夫不负苦心人，凭借着万众一心的气
魄，拿出背水一战的姿态，在华为龙头效应
的带动下，智能终端产业链中上游企业纷纷
青睐望城经开区，目前，园区已引进德赛电
池、特发信息、中德电缆、泰日升、富华电子
5 个项目，正密切跟进的项目超过 30 个。

谋 势
———用定力助力“中国智造”

十年前，中国是“世界工厂”的代名词，
十年后，中国已经从“制造”走向“智造”。

“中国智造”四个字不仅凝聚着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在它的背后，是扎扎实实中国
品牌的支撑。 如今，中国品牌不仅占据越来
越大的市场，成为潮流和时尚，并早已扬帆
出海， 在强敌如林的海外市场攻城掠地，华
为就是典范。

正是看中了长沙良好的交通区位、 高效
的政务服务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华为选择长沙
作为其全球三大智能终端生产基地之一，并将
着力把伟创力打造为全球第二供应中心。

生产如火如荼，建设热火朝天。目前，在
伟创力二期项目工地，3000 余名工人驻扎
于此，100 多台机械设备日夜轰鸣， 二期主

体建设已经铺开。
“人歇机不歇，6489 根桩，我们在 52 天

内保质保量完成了，比原计划提前 18 天！ ”
二期项目负责人皮远明说，中建五局承接建
设任务后，迅速在局层面成立指挥部，由三
公司负责总承包管理，发挥五局土建、安装、
钢结构、装饰、园林绿化等全专业优势，协同
作战，并采用最新的快速建造技术，3000 多
名建筑工人轮流倒班作业。

“我们将严格按照甘特图明确的任务和
时间节点，逐步加人加机器，精准调度，确保
4 月 30 日竣工交付。 ”皮远明表示，建成后
二期项目将年产 1.5 亿台智能终端，预计产
值上千亿元，新增就业人口 1.6 万人以上。

不仅如此， 园区已就 HUB 仓建设与华
为基本达成一致意见， 计划 3 月份正式签
约。 这标志着园区在加快吸聚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入驻， 力争尽快形成产业链生态圈，在
助力长沙智能终端产业全面升级上又迈进

了一大步。
不善弈者谋子，善弈者谋势。目前，湖南

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迅速， 在智能终端芯片、
中小尺寸智能终端玻璃盖板及触控面板领
域、消费类智能终端及工业智能控制领域特
色优势明显，聚集了蓝思科技、长城信息等
一批龙头企业。伟创力智能制造产业园建成
投产后， 湖南智能终端产业将如虎添翼，为
中国智能制造走向世界“加速度”。

未来，这个最新的工厂将成为一个充满
生机和活力的智能制造创新工业园，园区将
拥有最现代技术， 引领全球工业 4.0 的发
展，让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2019 年， 不仅是长沙的产业项目建设
年，也是营商环境优化年。明者因时而变，知
者随事而制。 过去抓发展主要靠拼资源、拼
政策，今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
要求下，更需要拼服务、拼环境。

为此，望城经开区结合园区实际，着力
优化便商利商的政务服务环境、聚商活商的
公平市场环境、护商安商的良好法治环境和
尊商亲商的社会人文环境“四大环境”。

“我们将继续保持高昂斗志，发扬务实
作风，全面提升园区营商环境，全力推进高
效园区、诚信园区、低费园区、创新园区和法
制园区‘五个园区’建设。 ”望城经开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剀表示，今年计划
铺排社会投资项目 100 个以上，努力实现开
工 40 个以上、竣工 40 个以上，园区将以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产业链建设为主线，以
战略招商为突破口， 以产业项目建设为重
点，着力深化企业帮扶，强化要素保障，提升
政务效能，完善配套设施，优化发展环境。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需要每个人的
辛勤付出、每位建设者的埋头苦干。我们需要

“望城速度”般的奇迹，更需要的是它背后众
志成城的担当和责任。 望城的建设者们如夸
父般奔跑，跑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如愚公般
执着，踏出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他们以自己的
忠诚，为伟大的中国梦和民族梦全力以赴！

善谋者远，实干者成
———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打造世界一流工厂的“长沙样本”

金 慧 刘效艺 陈柄丞

纵观全球，世界级一流工厂大多集中在汽车、飞机等领域，德国的
大众沃尔夫斯堡工厂面积达 650 万平方米，凭借“大块头”成为世界第
一大工厂；靠近沿海的优越区位，成就了韩国的现代汽车蔚山工厂；先
进的技术优势，让美国波音飞机工厂成为全球一流。

在中国湖南，正迅速崛起一座世界一流工厂———伟创力长沙智能
制造产业园（以下简称：伟创力），曾让伟创力全球基建负责人马里奥

惊叹：“同样的项目在美国建设周期最少需要两三年， 而在中国长沙，
竟然只用了 86 天， 了不起的中国速度！ ” 不仅如此，2019 年 1 月 26
日，在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为 “望城速度”点赞。

不靠边不沿海，既没有政策红利，也无技术优势，伟创力如何创造
了一个建设奇迹， 把一座废弃工厂变成了一座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并
实现了每天量产手机 6 万台？ 这与当地政府的深谋远虑，与所有项目
建设者的实干、能干、真干密不可分。

2018 年 6 月 30 日一期
厂房改造完成。

伟
创
力
二
期
（效
果
图
）。

望城经开区鸟瞰。

（本版图片均由望城经开区提供）

2018 年 7 月 12 日首台
“望城造”智能手机下线。

2018 年 4 月 17 日项目开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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