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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洋湖垸公交站场项目
洋湖垸公交站场项目地处二环线、坪塘

大道和潇湘大道及洋湖大道相接合的区域
内，是一座集停车场、公交首末站、站务用
房于一体的公交站场， 主要建设综合服务
楼、 停车场及公交站场， 配备停车位 416
个。

该公交站场安装了上千平方米的太阳
能光伏发电顶棚， 通过将太阳能转化为电
能，平均每天能发电 1862 千瓦时，可为站
场内 26 根充电桩提供电能， 能同时给 66
台电动公交车充电。 此外，在站场绿化带下
还建有一套雨水收集系统， 所收集雨水可
用于绿化灌溉， 帮助项目实现绿色环保的
发展理念。 项目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预计
10 月中旬可竣工预验收。

2.长沙顺丰丰泰产业园项目
长沙顺丰丰泰产业园位于长沙临空经

济开发区核心地段，占地 254 亩，总投资逾
10 亿元。 园区致力于建设成为智能分拨中
心、跨境物流中心、现代冷链中心、电商运
营中心、产业服务中心、展示交易中心、智
慧科技中心、投融资中心。

预计 10 月中旬竣工投产,满负荷运营后
物流强度将达到 550 万吨 / 平方公里·年，
分拣集拼中心日均快递业务量可达 15 万
单 / 天， 零担快运中心吸引周边社会运输
车辆进出可达 400 车次 / 天， 日承运货物
量超 2000 吨，可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3.湖南妇女儿童医院项目
湖 南 妇 女 儿 童 医 院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129.99 亩，设置床位 1500 张，总投资 40 亿
元，是一家“高起点建设、高质量运营、高水
平服务”的三级妇女儿童专科医院，将打造
成一个花园式医院、专家型医院、人文型医
院、智慧型医院和开放型医院。 预计 10 月
底竣工建成后， 将极大地缓解长沙市东西
城区优质妇儿医疗不平衡的局面，同时，医
院配备直升机停机坪， 在全省 14 个市州，
打破地域和时间限制，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4.中南爱晚家居材料市场项目
中南爱晚家居材料市场项目总投资约

10 亿元，打造集家具原材料电商运营、家具
线下展示体验、智能仓储配送、配套加工于
一体的家居材料建材大市场。 目前一期 7
栋 3 层商铺已完成建设， 进入招商运营阶
段，12 层公寓式酒店已完成主体建设，正在
进行装饰装修，预计 10 月完成建设投入使
用。 项目建成运营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100
亿元，税收过亿元，增加就业岗位 3000 个
以上。

5.盐津铺子项目
盐津铺子集团物流总仓及烘焙饼干项

目位于浏阳经技术开发区， 包括烘焙制造
中心、休闲食品中心两个子项目。 其中，烘
焙制造中心分为一、 二期， 一期占地 120
亩，投资 3 亿元，安装投产 15 条烘焙智能
制造生产线，生产高品质的面包、蛋糕、薯
片等多种烘焙产品。 二期项目占地 90 亩，
计划实现提升面包、薯片产能的目标。 目前
休闲食品募投二期厂房基建施工已近尾
声，预期 10 月底投入试生产。

新项目的智能生产线核心工艺区
能够基本实现无人作业、达到“黑灯工

厂”标准，大幅减少人和食品的接触，保障食
品安全，增强行业竞争力。

6.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湘江
校区建设项目

项目位于湘江新区核心板块长沙市洋
湖街道、 坪塘大道及联江路交会处， 占地
122 余亩，总投资近 3 亿元。 校园内有 3 栋
教学楼，预计 72 个教学班，并配有相应数量
的走班教室；4 栋功能楼， 含图书馆、 体育
馆、创新型科学实验楼、艺术楼、学科特色教
室、 学生生涯发展体验和指导中心；3 栋宿
舍楼，能容纳 4000 余名学生；标准田径场，
含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

湖南师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作为一所
起点高、发展快、品质优、口碑好的品牌中
学，其湘江校区的落户将解决长沙市坪塘街
道片区优质完全中学缺乏的局面，促进优质
教育均衡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7.中南源品生物干细胞科技园
中南源品生物干细胞科技园项目总投

资 50 亿元，项目一期占地 50 亩，总建筑面
积 4.23 万平方米，2018 年 5 月动工建设，
并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正式开园。 该科技
园覆盖干细胞的全产业链， 包括干细胞提
取、制备、储存，及临床应用与制药。

目前， 该园一期已建成储存量 500 万
份以上的“湖南省细胞组织库”和临床级“湖
南省细胞制备中心”， 涵盖细胞质量管控中
心、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干细胞技术
临床转化中心以及生命科学体验馆配套体
系的全产业链科技园区。科技园二期工程将
重点布局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临床转化专科
医院、干细胞衍生产品生产区、干细胞集群
产业区、科研与国际交流区、生产生活配套
区等五大功能区域，预计 10 年内可形成百
亿级产业集群。

8.苏宁易购湖南电商产业园
总投资 12 亿元的苏宁易购湖南电商产

业园，主要包括智能化存储中心、自动化拣
选中心、智能结算中心、智慧云物流平台、苏
宁易购湖南易购区域总部及天天快递湖南
区域总部。

该产业园通过智慧云物流平台汇总湖
南消费大数据，促进优化库房备货、存储、分
拣、包装、分拨、出库等一系列作业，从而让
市民“上午下单下午收货”成为常态，长沙及
全省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正逐步改善。 目前，
该产业园的自动化拣选中心正在进行设备
调试，预计今后日吞吐量可达 120 万件，在
湖南区域可实现年商品销售额 120 亿元，
累计提供 2000 个就业岗位。

9. 澳优 3 万吨 / 年婴幼儿配方奶粉
智慧工厂

项目位于望城经济开发区，占地
面积 47.46 亩，总建筑面积 5.1 万平
米，总投资 3.5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

为 5 层楼的智慧生产厂房、智能立体仓库、
产品检测中心及企业品牌博物馆， 预计工
厂投产后年产值将达到 22 亿元。

该工厂紧跟工业 4.0 步伐，通过引进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采用智能工艺、智能装
配、智能生产系统、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
智慧工厂自动化、数字化、可视化。 正式投
产后， 整线生产用工将不超过 18 个人，可
生产 800g/ 厅及 120g/ 厅两种规格的奶
粉，产线速度达 120 罐 / 分钟；同时，该工
厂将全面运用澳优全球工厂的大数据管理
模式， 也意味着每一罐奶粉从该工厂出产
的奶粉， 可以做到从牧场到奶瓶质量有保
障，产品终端信息全程可追溯。

10.中联重科麓谷第二工业园
项目由中联环境投资建设，总占地面积

约 8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2.5 万平方
米，建设内容包括北厂区西地块项目、展示
中心项目和职工食堂项目等。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将主要承担公司
每年约 3 万台底盘的改制任务， 将彻底解
决目前底盘改制的问题， 提高企业生产制
造能力，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护航；展示中
心项目主要展示企业最新的科技成果及产
品，开馆后将大大提升企业的营销、商务接
待能力； 职工食堂项目也将改善员工的生
活品质。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基本完工，正处于
扫尾阶段，部分生产设备已投入使用。

11.华智水稻分子育种中心
该项目位于隆平高科技园，净用地面积

约 60 亩，总建设规模约为 10 万平方米。 计

划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面积约 5.6 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 3 栋研发大楼，用于作物
全基因组分子标记开发与应用、基因芯片开
发与应用、作物功能基因组解析、育种信息
化系统开发、优异水稻种质的创制、生物育
种新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核心技术研发与应
用。

此外，本项目还引进多爱国际一流水平
的分子育种高端仪器设备，为创建国际一流
的现代种业高科技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和技
术服务中心提供了高效可靠的硬件保障，也
将为建设“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发展
现代种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带动种业产业
链集聚。

12. 长沙市湘江东岸防洪综合改造
项目

项目位于长沙湘江东岸主城区，全长约
5.1 公里， 堤防防洪标准为 200 年一遇，超
高部分采用 1.5 米高装配式防洪墙，防止出
现洪水漫堤及渗水现象。

该项目同步实施 7 处通江管涵，全部涉
及深基坑破堤开挖支护以及河道大面积围
堰施工，技术难度大、安全风险高；且该项目
首次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采用无返浆高压
旋喷施工，数量大，难度高。 目前，该项目涉
水工程除涉铁段已全部完成建设，景观绿化
恢复工程也已完成， 沿江风光带已于 9 月
28 日全面对市民开放。

13.长沙市第七水厂新建工程项目
第七水厂位于天心区伊莱克斯大道与

107 国道交会处西南角，该水厂一期工程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9 月 30 日
正式通水运营。 一期工程建设规模 20 万吨
/ 天，投产后将服务于长沙市天心生态新城
南片、天心环保工业园片控规、湖南环保工
业园片控规、湖南环保科技产业园东片控规
及暮云已建区域， 服务人口约为 40.68 万
人，解决区域供水设施建设滞后、水压低、水
质差的问题。

此外， 该水厂利用清水池上方约 8000
平方米绿地，建设了一座光伏发电站，预计
投用后每天发电量大约 4200 千瓦时，电量
优先供水厂设备使用，多余电量将上传到国
家电网。

14.湖南工业 4.0（中南智能 ）
创新中心项目

项目由长沙市政府、湖南中南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和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公司合
作共建。 内容包括智能制造能力中心、7 大
智能制造实验室、行业解决研究中心、智能
制造生态链、人才和知识平台以及智能制造
示范线建设。

该 创 新 中 心 可 通 过 其 核 心 亮 点 技
术———数字双胞胎技术为区域企业提供多
种服务内容，包括为大中型企业提供数字化
整体解决方案，为中小企业提供智能化升级
改造方案，面向教育行业提供实验室建设和
实训设施建设，面向高管、专业技术人员、高
等院校师生提供智能制造研修与培训服务，
以及日常的展厅参观、主题研讨、国际交流
合作等日常运维服务，引领企业实施数字化
转型升级。

15.万鑫精工二期扩建项目
万鑫精工是目前省内唯一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减速电机
企业，主要生产高精密减速机、减速电机、伺
服电机、驱动器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机器人、
机床等智能化设备上，是智能制造核心部件
供应商。

随着业务范围扩大及市场对产品认可度
高， 万鑫精工一期工程逐渐无法满足市场需
求，二期扩建项目于 2018 年开始建设，增建
2.4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及后勤综合楼一栋。
目前，该项目已正式建成投产，投产后在生产
效率上大幅度提升，2019 年预计营收突破 4
亿元，年产超过 30 万套高精密减速机。

16.格力电器智能装备产业园
格力智能装备产业园是格力项目二期，

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 规划用地 408 亩，新
增 5 条生产线。该工厂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
结合精益物流生产，利用设备自动化、过程
信息化、 管理透明化相结合实现智能制造，
建成后可年产大水机 2100 台、小水机和末
端 24050 台， 是格力电器国内布局最大的
商用空调生产基地，也是同行业内最大的商
用空调基地，填补湖南中央空调大型暖通设
备的行业空白。

目前， 该项目办公楼已完成主体建设,
正在进行内外装修，末端车间、成品周转库、
大水机车间主体钢结构厂房完成建设，大水
机车间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 2019 年 10
月试生产。 （整版由金慧 徐艳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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