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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芳 王若飞

湘水奔腾，潮涌两岸。

浓缩着长沙 3000 年历史的天心区，矗立在湘江东岸，惊涛拍岸。

70 年来，从南区到天心区，再到融城核心；从 34.4 平方公里“长大”到 73.64 平方公里,再到 141 平方公里；从发展受阻

到拔节生长，从“绿心”区工业退出到转型升级，7 大产业齐头并进。 天心，在时代的浪潮中砥砺奋进。

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000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476 元，九大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天心，书写着

民生发展的满意答卷。

——— 从天心区 3次扩城看 70年沧桑巨变

璀璨明珠湘江东岸的

几排凌乱的矮房屋，几条狭窄坑洼的水泥路，户户
冒烟的烟囱，卷起裤腿在田间劳动的农民……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先锋村（后被改为先锋
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与大多数农村一样，闭塞、落后。

改变，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
随着长沙城市的发展、南移以及区划调整，先锋

村从长沙市的郊区划到了天心区，随后，芙蓉南路拉
通，横穿先锋村。

“芙蓉南路没有拉通前，路过我们村的只有一条老
韶山路（现中意一路），也是长沙连接湘潭、株洲的主干
道。 ” 土生土长的先锋村村民，如今是先锋集资办党委
副书记的吴湘晖回忆，“那时出行真的太不方便了，得坐

长株潭的大巴车到井湾子，或者到
东塘， 然后转市内公交车才能

进城。 ”
随着芙蓉南路的拉

通， 先锋村也迎来了新
的发展期。 2008 年，湖
南友阿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看中了先锋村的
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
打算在这里再造一个
商业帝 国———友 阿 奥
特莱斯。

“我们 2008 年与友
阿签约，2009 年他们动工

建设，2010 年就实现开门营
业。 友阿奥特莱斯的入驻，可
以说在我们先锋村的发展历
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不仅聚集了人气更带动
了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
和提升 ， 我们村还有
200 多人在那里就业，
其成为了我们村集体
收入的重要来源。 ” 吴
湘晖说。

也正是从 2008 年
以后， 先锋村迈入了发

展的快车道。托子冲路、果
子园路、新谷路、书院南路

建成通车，长株潭城际铁路、
地铁 1 号线相继开通，友阿奥特

莱斯入驻后，与随后入驻的鑫远鑫
悦汇， 中海环宇城形成了新的长株
潭商圈。 湘府中学、先锋小学就在村
民安置小区周边， 实现了真正的在
家门口上学。 如今正在如火如荼加
紧建设的湘雅五医院， 离先锋村的
安置小区先锋新宇也仅一条马路的

距离，还有仙姑岭公园，小区内的休闲活动室，都成了先
锋村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出门有地铁、城铁、公交，家门口有商场、学校、
公园，买菜、就医、逛街走几步路就到，先锋集资办每
个月还给我们发生活补贴，看病有报销，日子过得那
叫无忧无虑。 ”今年 80 岁的张嗲，在这块土地上生活
了一辈子，如今的日子，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我们先锋村是赶上了好时代，没有这个好时代，
就没有如今的先锋。 ” 吴湘晖感慨地说。

2016 年，先锋村积极响应上级政策改为先锋集体
资产管理办公室，社会事务管理划由新成立的新宇社
区负责，先锋集资办上上下下则集中精力，聚精会神
谋民生，一心一意搞发展。

2018 年，先锋集资办集体收入突破 1400 万元，全
村小车保有量突破 1000 台。 这个如今拥有 3200 多人
口的社区，成为了天心区名副其实的“先锋”。

见微知著

先锋村变身真“先锋”

格局之变——— 北提南进

经过 3 次区划调整的天心区，版图增加了 4 倍多，江岸线延长
到 32 公里，无缝对接株洲、湘潭。 70 年，天心“长大”了。

1954 年， 跟随父母从常德津市来到长沙市的李小兵
第一站的落脚点就在现在的天心区坡子街西文庙坪一带。

“那时的长沙真的好小，有句老话叫南门到北门，七里
又三分。就是从长沙南门走到北门，7.3 华里。”回忆当时对
长沙的印象，李小兵只觉得小。

而天心区，当时还叫南区，是长沙城的核心区之一，主
要辖坡子街、城南路街道、东塘那一块，版图呈一面红旗
状。 整个辖区从北到南，仅 34.4 平方公里。

1996年，长沙市进行区划调整，原东区、南区、西区、北
区和郊区改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和雨花区。

南区更名为天心区，沿湘江往南的很大一部分农田划
入天心区，天心区域面积增加到 73.64 平方公里。

“虽然天心区面积增加了不少，但其实经济基础还变
薄弱了。 ”从郊区嫁入天心区的沈芝英说，“因为把当时的
井湾子、东塘等工业、商贸发达的重镇划到了雨花区，天心
区仅剩下坡子街、城南路街道这些商业繁华地段，南部大
部分都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 ”

天心一下子从“南帝”到了“南丐”。
但浸润着湖湘文化成长起来的天心人没有后退，没有

抱怨。 2000 年，天心区委、区政府审时度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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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对头天地宽。

特别是芙蓉南路向南拉通，
湘江中路的修建， 把天心区由北
往南串了起来，天心向南拓展，有
了基础和空间。

2015 年，南托、暮云由长沙县划入
天心区，天心的版图再次扩张，达到 141
平方公里，直接与株洲、湘潭实现了无缝对接。

“2016 年，我坐公交车，从黄土岭到友阿奥
特莱斯，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天心，再也不是我刚来
的样子了，版图变了、格局变了，有了国际化大都市的
风采。 ”李小兵是天心区 3 次扩张的见证者。

特别是 2016 年 8 月，朱东铁履新天心区委书记后，召
开天心区第五次党代会，代表天心区旗帜鲜明提出：实施
“北提南进、服务引领、民生造福”战略。

至此，“北提南进”战略进入实施的快车道。
“北提”———提质升级北部城区、 商圈品质，“南进”

———打造长株潭融城核心区，向南部片区要发展空间。
此时的天心区版图，北接五一路，东挨雨花区，南与

株洲、湘潭接壤，沿湘江呈狭长走势。
如今站在天心阁远眺，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

龙的街道、 绿意盎然的湘江风光带一路向南延伸
……此时的天心，像青春勃发的巨人，生机勃勃、
风光无限。

连续这几年，天心区每年新春上班后的一个会都是项
目建设推进会。

今年，营商环境优化暨项目建设
推进大会一并召开，在会上就发

布了营商环境优化的“天心
30 条”。 一直以来，产业项
目，就是天心发展的生命
线、动力之源。

也难怪长沙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从
开园到升级为省级园
区，再到迈入“国家
队”仅用了 1 年多时
间，如今已吸引 75 家
国内外优质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入驻。

也难怪中信保诚
湖南分公司在选择落户

天心区后不到 1 年的时
间里，决定在天心区再买一

层办公楼，让湖南分公司的总
部扎根天心区。
还有天心经开区， 从响应长株潭

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的要求， 退出
工业企业 361 家，到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一个个优
质项目争先落户，形成一“主”一“特”园区产业新格局，成
功“腾笼换鸟”。

热火朝天的产业发展背后，是天心区委、区政府深思
熟虑的谋划。

1996 年，天心区区划调整后，版图扩大了一倍多，但
实际上，一大部分工业区被划走。 如何破解困局？

“北部我们有成熟的商贸物流，人流量大，但发展空间
有限，可引入金融机构，向楼宇要效益；南部有广

袤的土地，但基础设施落后，可再造一个
工业园区。 ”

说干就干。 从新世纪开始，
天心区相继启动南湖片区棚
改项目、 北部棚改项目，在
北部这个黄金地段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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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新城则建设一
个工业园区，带动新区经
济的发展。 于是 2002 年
9 月 30 日，湖南天心环保
工业园成立；4 年后， 园区

工业产值首次突破 10 亿元，
2012 年，达到了 146 亿元。

而随着省政府的南迁，天心区依托省府资源，打造了
靓丽的省府片区，在环境、品质、总部经济上发力，让省府

“客厅”实至名归。
十几年砥砺奋进，春华秋实。
如今，老天心人熟悉的棚户区，变成了华远华中心、

保利国际、海信广场等高端商务楼宇，成为展示长沙外滩
现代繁荣的新地标。 汇丰、花旗、沃尔玛、家乐福等世界
500 强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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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湘江金融外滩的形成， 还有芙蓉路金融聚集带。
沿芙蓉路、湘江中路由北往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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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享誉国际。 有关数据显示，2018
年天心金融业增加值 103.4 亿元， 占全区 GDP 比重达
10.14%，金融业税收 37 亿元，占全区税收比重的 31%，为
全区第一大税源。

而此时的省府片区，经过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后，
城市品质得到较大提升，成为总部经济的引擎，十几座总
部楼宇，其中税收过亿元的占到了一半以上，撑起了区域
经济的一片天。

广袤的暮云片区，依托现有的资源，独具慧眼成立我
省首家地理信息产业园。 目前，该产业园已打造湖南地理
空间大数据应用中心、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长沙产业基
地、创新创业基地、鑫创国际地理信息小镇、人才大数据中
心、电子商务产业园、鑫远国际地信大厦、气象大数据产业
基地等 9 大招商平台，形成一带（万家丽路带）一谷（天心
数谷）一镇（地理小镇）的产业发展格局。

“今年有望入驻企业达 100 余家，到明年产值有望突
破 100 亿元，最终发展成为千亿产业集群。”湖南地理信息
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

而 2018 年 7 月 2 日才起航的湖南(长沙)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则是天心经开区布局的“特色”园区，该产业园
实现了当年开园当年即升级为省级园区， 第二年就进入
“国家队”的目标。

还有国家级长沙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截至目前，
已吸引 614 家企业入园，培育发展了中广天择等 6 家上市
挂牌企业，和光传媒等 38 家规上服务企业，艺尚源文化等
18 家高新技术企业。 未来 3 年，园区将以“三个倍增，进军
百亿”为奋斗目标，努力打造“中部领先，全国一流”的国家
级文化广告产业示范园区。

此时，再来看天心区的产业布局图：北部，五一商圈的
商贸物流，湘江金融外滩，芙蓉南路金融产业一条街；省府
片区，五凌电力大厦、水电八局、省电力大厦等，总部经济
集聚；暮云片区，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长沙国家级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天心数谷……

不靠房地产，工业相对薄弱的天心区，通过打造现代
服务业，实现了涅槃重生。

2018 年， 天心区三次产业结构比调整为 0.1:27.1:
72.8，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区域税收贡献率达到
80%，GDP 占比达 79%。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这句话虽然在天心地图上找不到，却实实在在刻在每

一位党员干部的心里。
上世纪 70 年代，人们的生活追求是缝纫机、手表、自

行车 3 大件；上世纪 80 年代变成了电视机、洗衣机、电冰
箱；上世纪 90 年代变为手机、电脑、摩托车；跨入新世纪，
买车买房成时尚。

现在天心区居民生活硬件怎样呢？举两组数据。一、去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300 元，居长沙市内五区
前列。 二、在全国 35 个主要城市中，长沙房价与收入比最
小；城镇居民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 45.5 平方米，居全国
大中城市第一位。

让群众“有活干，多赚钱；有房住，住得好；有学上，上
好学；好看病，看好病；有保障，享安康”。 70 年来，天心区
用实实在在的话语，奋斗不止的姿态，书写着民生温度。

犹记得，去年 12 月 27 日，天心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天心区委副书记、区长黄滔代表区人
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

“去年，我们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财税收入
总量跃居内五区第二位，完成进度和质量居全市前列；城市
有机更新 7大片区项目全面启动，老城区更有长沙味、老百
姓更具幸福感；‘一圈两场三道’建设成效显著，建成 27 个
15 分钟生活圈，市民可就近享受安全、便捷、舒适、品质的
都市生活；‘最多跑一次改革’跑出天心‘加速度’，公布便民
服务事项清单 736项，社区服务实现全覆盖、零距离……”

桩桩件件，事关民生。
特别是近两年来，天心区大力实施“民生造福”战略，

全力推进社会保障托底、食品安全、平安畅通、学校建设、
社区提质、绿色城市、美丽乡村、生态环保、文体健康九大
民生工程和五项重点民生实事， 铺排了 172 个民生项目，
每一个项目，都只为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还有几组数据，足以说明“民生造福”战略带来的红利。

2018 年，天心区城镇新增就业 11182 人，失业人员再
就业 4572 人。社会救助和残疾人“两项补贴”完成提标，持
续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帮扶困难群众 1.8 万人。 新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 6 家，新增养老床位 420 张，新增公共租
赁住房分配入住 670 户。

在学校建设上，推广“名校 +”办学模式，成立青园、仰
天湖教育集团和幼幼幼教集团；投入 8 亿多元，新改扩建
学校 11 所，新增学位 9140 个，在全省率先完成义务教育
标准化学校建设。

推动“书香天心”建设，我省首家公园里的新华书店落
户天心区，仅 2018 年，就建成社区文化活动室、多功能运
动站场 9 个，湘府文化公园、悦方等地 3 家 24 小时自助图
书馆建成开馆。

这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一组组民生数据的积
累汇聚，凝聚着天心广大干群的辛勤汗水和智慧。

还有今年 5月 11日，我省首个 5G网络全域覆盖区 AI
应用发布会在天心区举行，标志着天心区作为全省首个完成
5G基础网络全覆盖的城区，率先进入 5G发展的快车道。

还有今年 9 月 8 日， 我省首个“夜间经济服务中心”
———天心区夜间经济服务中心的启动运行。为打造“安全、
方便、温暖、时尚”的最美“不夜天心”品牌，天心区设立“夜
间管家”， 在每晚 8 时至次日凌晨 2 时， 为市民及广大游
客、商家服务。

还有蓝天保卫战，持续向纵深推进，狠抓控尘、严格控
烧、开展高排放车辆集中整治等，打出一组“组合拳”，空气
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践行着“生态环境优美，是我们对天
心人民的庄严承诺；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是蓝天
保卫战，是天心区作为省会中心城区的重要责任和担当”。

……
美好生活，字简单，容量无边。
此时，再来看天心地图，宛如一条红色飘带，集聚着幸

福、温暖、希望的力量，飘扬在湘江东岸，崛起于三湘大地，
靓丽，璀璨！

福祉之变——— 民生造福

张福芳

从出行难到地铁、城铁、磁浮、高架桥、快速路……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对接、内外循环；
从生活不便，到买菜、就医、上学、看病、锻炼……步行 15 分钟内都可到达；从精神生活单
一，到三馆一厅、24 小时自助书店、惠民演出，无处不在的精神食粮。 70 年，天心更幸福了。

产业之变——— 服务引领

从商贸物流的一枝独秀，到工业、商贸物流两足鼎立，再到金融业、地理信息、文
化创意、人力资源等 7 大产业齐头并进。 70 年，天心产业结构更优了。

2010 年

2018 年

21564元
54476元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2018 年

135.82
亿元

1019.15
亿元

GDP

2005 年

1998 年 2008 年 2018 年

天心阁上红旗飘扬。

湘江东岸崛起的金融外滩。 邹 麟 摄

南城崛起“人力湘军”。

入 驻 先
锋 集 资 办 的
友 阿 奥 特 莱
斯一角。

田汉大剧院。

提质提档后的天心阁社区。

原先锋村村貌。

天
心
篇

天
心
篇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天心区委宣传部提供）

热闹繁华的
五一商圈。

杜甫江阁夜景。

南郊公园。

三次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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