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今年来，长沙市上下围绕“产业项目
建设年”活动，“五大新经济形态”加快培
育，“六大技术” 加快攻关，“七大应用场
景”加快打造，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取得新
突破、新成效。

作为全市项目建设综合管理部门和
“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推进的牵头单
位，市发改委坚持优服务、强调度、浓氛
围，推动措施再具体、责任再上肩、工作
再抓实，坚定不移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精细管理，注重“建章立制”。 牵头制
定系列协调推进项目建设的政策文件，
及时组织“五个一”牵头部门工作会商，
定期提请召开全市讲评推进会议， 切实
抓好新建项目开工核查、新招引项目“三
率” 管理、 产业项目建设督查督导等工
作，充分释放服务经济建设、服务市场主
体、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紧扣关键，注重“项目提质”。 加大关
键领域、 优势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产业项
目推进力度，突出“五个 100”工程项目，
协调项目单位解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困
难；突出 22 条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项
目，进行重点调度，逐月更新项目进展；
突出高端制造业项目， 全力服务和保障
一批量大质优的制造业项目加快建设。

强化保障，注重“问题帮扶”。 按照全
周期、全链条的理念服务产业项目建设，
以“店小二”精神为产业项目协调解决建
设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实施“专项小组”
这一新模式，并抓好联点帮扶这个“老法
宝”， 服务 23 位市领导联点重大产业项
目 95 个。 此外，采取投贷联动、融资担
保、优化 PPP 项目等方式，拓宽融资渠
道， 为项目和企业破解要素保障这一大
难题。

第四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季节，
也是完成全年项目建设目标任务的关键
时期。 下一步，市发改委将重点规划储备
一批新项目，促进签约履约一批好项目，
推动开工落地一批大项目， 切实提速提
效一批项目，确保竣工投产一批项目，并
开展督查督导、宣传推广、观摩讲评等活
动，打响项目建设“攻坚行动”，力促长沙
经济高质量发展！

■ 金 慧 徐艳艳

金秋时节，在湖南长沙，迎来了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和重点产业项目竣工投产，引领经济发展，加

强民生保障，接受全市人民的检阅。

据长沙市发改委数据显示：到 10 月底预计可竣工项目共 245 个，其中重大产业项目 157 个，断

头路、瓶颈路改造项目 7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45 个，重大社会民生项目 36 个。

每竣工一个项目，达产一个项目，将带动一个行业，甚至引领一座城市发展。 今年来，长沙项目建

设氛围好、力度大、效果实、质量高有目共睹，省委书记杜家毫曾高度评价长沙“产业项目建设年”工

作，点评长沙“思路对头”“干部能干”，要求全省“外学华为，内学长沙”。

这份“长沙经验”是汗水凝聚而来，是创新开拓而来，是担当铸就而来，是改革实践而来。 承载着

全市人民的期待与厚望，一个个重大项目拔地而起、生根发芽，在经济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将塑造

出一个升级版的长沙，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一座更有生机的城市。

� � � � 形如一艘“健康方舟”，静卧在湘
水之畔， 湖南妇女儿童医院总规划面
积 40 万平方米， 设置床位 1500 张，
10 月建成后将有效缓解长沙东西城
区优质妇儿医疗资源不平衡的局面，
并将配备直升机， 在全省打破地域和
时间限制，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10 月初，长沙市第七水厂正式运
行，水源取自湘江，按照国家最新发布
的 106 项供水标准进行深度处理，彻
底解决了南城片区供水设施建设滞
后、水压低、水质差的问题，为 40 万用
户送去优质水源。

双十一即将来临， 长沙顺丰丰泰
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已接近尾声，配

备了高度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物流
设备，快递分拣自动化水平全面提高，
成为湖南地区物流自动化分拣设备应
用示范基地。

不仅如此，放眼全市，截至目前，
美丽中国·长沙文化科技示范园一期
建成开园，苏宁易购湖南电商产业园、
蓝思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设备、 宇培电
子商务运营中心等竣工投产， 中联智
慧产业城、 桑德集团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 天际汽车长沙新能源项目等大项
目陆续开工建设，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同时，轨道交通 3、5、6 号线，长沙
市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渔业路二

期加速建设， 碧湘街周边地块棚改项
目(二期）、天心区城中村拆迁改造拆
迁等一批棚户区改造项目稳步推进，
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和社会民生保
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喜讯纷至，硕果盈枝。这些项目的
竣工投产， 是无数项目建设者的心血
之作，是长沙响应湖南省“产业项目建
设年”的担当和力证，更是当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示范区和排头兵的典范。

“通过高位推动、高频调度、高压督
导等措施， 今年重大项目呈现出推进
快、来势好、质量高的特点。 ”长沙市发
改委党委书记、主任夏文斌介绍，今年
全市共铺排重大项目 1220 个，1-9 月

累计完成投资 3093亿元， 占年度计划
的 88.9%，比去年同期快 4.2个百分点。

同时， 纳入 22 条产业链项目共
287个，年度预估投资 795.3 亿元，1-9
月累计完成 626.1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78.73%。其中增材制造、碳基材料、新型
轻合金、食品、先进储能材料、先进轨道
交通装备、先进硬质材料、自主可控及
信息安全等 8个产业链项目进展较快，
投资进度达 90%以上。

省“五个 100”工程推进顺利，呈
现出重大产业项目进度快、 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力度大、 重大产品创新步子
稳、500 强企业项目引进成效好、科技
创新人才引进措施实等特征。

� � � � �历经两年多建设， 备受关注和
期待的“快车道”———湘府路快速化
改造工程花侯路以西主线桥梁、隧
道，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实现通车试
运行。

长沙城南这条交通“大动脉”打通
后， 市民驾车从湘府路大桥沿着快速
路向东行驶， 便能快速到达长沙高铁
南站，全程仅需 10 多分钟。

“施工过程中先后克服了工期非
常紧、交通疏解难度大、沟通协调难度
大等难题。 ” 长沙城投项目负责人介
绍， 得益于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
持，联点帮扶到位，切实解决问题，才
能如期完成工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长沙市自

2018 年启动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以
来，倾全市之力，主抓项目建设，各区
县（市）、园区党政“一把手”工作责任
制，市发改委、科技局、经信局、商务
局、 人社局等部门凝聚合力， 众志成
城， 全力铺排项目建设工作， 高位推
进， 为项目顺利建设投产奠定了坚实
基础。

好机制，让项目建设有条不紊。实
现了项目全周期管理机制， 一周一通
报、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讲评、半年一
考核、一年一观摩成了共识。长沙市重
点建设项目中心对每个园区、 区县和
市直项目单位制定了六张清单， 即新
开工、未开工、已复工、未复工、应竣
工、问题交办的台账管理，而且还根据

项目情况，分土地情况、前期手续、报
规报建、建设投产等四个阶段 28 个节
点逐月调度进展，确保了项目按时、按
质推进。

真帮扶，为项目建设披荆斩棘。从
被动解决到主动服务，长沙市为项目
建设建立了“困难问题帮扶长效机
制”， 市领导挂帅、 市发改委统筹调
度、对口责任单位对口帮扶、市发改
委干部联系服务、市重点项目中心跟
踪落实，对问题归集甄别、个个击破，
成为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的“助推剂”。
今年以来，通过对典型个案问题进行
“一对一”专项协调，共性问题分批研
究， 已推动解决了困难问题 150 余
项。

强保障， 项目建设如顺水行舟。
地、钱、电等是项目建设的关键要素，
为此，长沙成立了由发改委、自然资
源规划局、行政审批局牵头的投融资
保障、征拆腾地、审批服务要素保障
工作小组，凝聚合力，加强保障。 截至
9 月底，针对重点保障项目征拆腾地
3.44 万亩、 拆除房屋 142.29 万平方
米；加强专项资金、拓宽融资渠道。截
至目前，市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
已审议通过并运作 10 支子基金，总
规模 52.1 亿元；保障水电气获得，全
市大多数区县（市）、园区政务大厅开
设水、电、气综合专窗，实行“一窗受
理、并联审批”，实现进一个窗，办多
家事。

� � � �城市的发展， 是由内向外扩张的
过程，也是由外向内革新的过程。

长沙作为千年古城， 曾无数次站
在历史的版图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从“一穷二白”变为“繁荣昌盛”，从“七
里之城”变为“现代都市”，从“内陆封
闭”变为“创新开放”，时间的年轮，全
景记录了城市蜕变的辉煌历程。

今天， 决策者们再次用前瞻的眼
光，以为民的初心，做出大兴项目建设
的战略布局，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引
入更多“活水”,加大项目引进、开工落
地、协调服务力度，项目建设迈出坚定
的步伐。

项目建设过程中， 每个环节执行
到位，才能保证结果。 今年以来，长沙
项目开工一派火热， 陆续开展了三轮
24 场次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累计 167 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涉及总投资超 2121 亿元。 总投资 320
亿元的第 8.6 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
生产线和光电显示研究院项目正式启
动建设， 千亿级的三一智联重卡项目
仅用 51 天完成签约、73 天开工建设，

再次刷新“长沙速度”，打造了长沙市
推动产业项目建设的“三一模式”。

项目引进来，也要留得住。长沙以
活动促产业招商，组织参加招商活动、
举办重大项目签约或开工活动超过
70 场，参加了湖南 - 粤港澳大湾区投
资贸易洽谈周、2019 湖南与央企对接
合作大会等大型招商盛会，举办了“加
工贸易招商活动”“跨境电商合作对接
会” 2019 年互联网岳麓峰会等专题
招商活动，市场经济充满动力，营商环
境不断优化， 尊重企业家、 优待投资
者、服务纳税人如今已成为共识。

各个项目在争创速度的同时，也
充满着激情与活力。 今年全市开展了
产业项目建设讲评推进、 重点工程争
先创优评选、劳动竞赛、“两个年”微宣
讲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进一步激发干
劲， 激励担当作为， 全市上下形成了

“比学赶超”、狠抓项目、大抓项目的浓
厚氛围。

十月是丰收的季节， 更是冲刺的
阶段，长沙以抢抓机遇、以“钉子回脚”
精神狠抓落实, 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

优质项目,奋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打
赢了一场项目建设的漂亮仗。

这些竣工项目， 不仅是所有项目
奋斗者的倾力之作， 更是全市人民的
期盼之作。 这些重大项目投产运营后

将在产业、交通、民生等方面，蓄势发
力、激流勇进，为长沙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澎湃动力，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 为全市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
活激发新活力！

心无旁骛抓项目
全力以赴促发展

长沙市发改委党委书记、主任 夏文斌
势如破竹，项目建设硕果盈枝

众志成城，为竣工保驾护航

齐头并进，助推长沙高质量发展

十月大检阅 项目大丰收
———长沙市重大项目竣工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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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经开区（宁乡经开区供图）

浏阳经开区（浏阳经开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