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包一：招商———你来，我提供“一条龙服务”
积极探索实行专业化、社会化招商的体制机制，实行重

大项目招商协同推进机制， 采用项目组模式对事关区域功
能创新、产业发展大局的重大建设项目进行招商，形成从前
期跟踪洽谈到实施的“一条龙”服务的招商管理服务制度。

礼包二：政策———你来，我为你“筑巢”
利用黄花综保区和示范区开放平台，根据临空产业发展

需求，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服务业、事中事后监管
措施、 海关机构监管制度创新等七大领域复制自贸区政策；
省市层面研究出台《关于促进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的若
干意见》（试行）以及《关于促进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的若
干意见》（试行） 实施办法、《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招商引资若

干政策措施》，长沙县出台了《关于航空物流、航空服务发展的
政策意见》《关于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和措施》等，
全面支持临空偏好型产业落户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礼包三：服务———你来，我为你“跑腿”
以“一件事一次办”为统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

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精简审批要件，构建“一站式”
审批政务平台，创新企业项目“零审批零收费”制度，实行限
时办结制度。 持续推进航空口岸提效降费， 实行口岸收费
“一站式阳光价格清单”。 成立临空区帮代办服务中心，“一
口受理、协同办理”企业在申请注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海关备案、 外汇名录登记等人才招聘、 员工安居等方面需
求，为企业顺利落地运营提供坚强保障。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东至黄花机场，南以湘府路和劳
动路为界，西至京珠高速，北至盼盼路，规划范围总面积为
140平方公里（其中以黄花机场周边 40平方公里为核心
区域）。

示范区跨芙蓉区、雨花区、长沙县三个行政区，包含长
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长沙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隆平高科技园片区等国家级园区。 域内交通
发达，半小时内可达长沙、株洲、湘潭等城市中心，具备中

南地区最核心的交通枢纽，是湖南现代交通体系最完备的
地区。

该区域以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为核心，以长沙黄花机
场为依托，以“知识型现代服务业生态新城”和“产城融合
示范区”为发展定位，坚持航空特色、现代服务、绿色环保
的产业发展理念，着力打造立足长沙、带动湖南、辐射中
部、走向世界的特色航空产业高地、国际门户和智慧航空
新城。

湖南开放大棋局，再落关键一子———
近日，《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2019—

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获省政府批复。
这是一个跨空间、 跨时间、 跨行政地域的发展战

略。 资源，要素，人才，纷纷在此汇聚。 一个新的区域经
济增长极，正迸发出蓬勃活力。

湖南省政协经科委主任吴金明就规划的背景与重
点进行了解读。

时代的使命———“大空间”经济发展正当时

进入 21世纪后，“一带一路” 影响着全球贸易，一
个“大空间”时代已经到来。快速联系依靠快速交通，而
最好的运输便是空运。

从国内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规划建设 19 个
城市群，外加拉萨和喀什两个城市圈。在连接城市圈与
城市圈、城市群与城市群，临空经济发挥着引擎作用。

开放湖南的磅礴活力，源于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
部”的战略定位，从战略高度重构湖南发展新坐标，指
明了湖南前行的方向。 湖南开放发展，就必须在“南北
融入”抢占一席之地，即向南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向
北要融入长江经济带。

这也是省会长沙构建大长沙经济圈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高速带来了物流，高铁带来了人流，而要想引
入高端客流需临空运输。高铁、高速、机场三网叠加，将
助力大城市圈发展。

历史的沉淀———资源叠加凸显长沙优势

长沙不沿海、不沿边，发展临空经济有优势吗？ 后
发优势本身就是一种优势。 长沙有区位优势。 有陆港
型、空港型物流枢纽。 今天长沙要融入世界，实现弯道
超车，就要发挥后发制人的区位优势。

长沙资源优势显著，这里人才密集、产业集聚，近
年来打造了“杂交水稻”、“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
一系列世界级产品。 长沙目前已有的基础条件，不仅
仅满足于服务湖南，更迫切走向世界。

长沙也是现代科技发达地区，新材料、工程机械、
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行业，需要与世界紧密联系与交
流；长沙还是科教融合示范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
智能制造示范区，这些科技优势、人才优势，需要得到
最大程度发挥就必须保持开放、互动有无的状态。

以长沙为代表的湖湘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红
色文化是其资产，“知行合一”等是其特性，这也铸就
了长沙在意识形态交流方面的底气。 此外，长沙丰富
的旅游资源，凭借其独特气质，有望成为全世界共享
的资源。

未来的蓝图———临空产业强势崛起

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示范区？目前，规划描述的战略
定位、 目标定位相对准确， 但产业功能定位上有待补
充。产业功能定位应该是长沙城市圈的引擎，是湖南融
合长江经济带的支撑， 是引领创新性省会开放建设的
标杆。

产业布局必须是临空指向型产业， 不能拣在篮里
就是菜。生产型服务业要作为重中之重。要补足航空修
理与再制造的短板，力争所有机型和零部件都配备；生
活性服务方面必须体现文化性、安全性、智慧性，建设
绿色智慧型航空城。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必须要有重点突破， 如地下管
廊建设的前瞻性；要增加第三跑道与泊机位，解决旅客
运输短板；增加货运航线，吸引更多货运量。此外，要围
绕客运、货运提供服务，全方位进行生产配套。

谁来建、谁来管，这是最大的短板。 临空经济示范
区的开发建设涉及多个中直、省直部门，负责具体推进
的长沙县委、县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陷入了“小马拉
大车”的尴尬境地，不利于相关工作的统筹协调。 在理
顺管理机制上，需要理顺责权利的关系，多个层级的政
府和园区，各自的权责利在哪里？不同运输方式涉及到
的管理部门，如航空、地铁、内港，要怎样形成高效的管
理？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执政者亟须思考和有待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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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有重量吗？
30 年前， 黄花国际机场落户在长沙县黄花

镇，开放大旗由此扛鼎。 从“岭外音书绝”到天涯咫
尺、天堑通途，历史的天空，刻划着长沙临空经济的雄

心壮志与理想追求。
从 2016 年到 2019 年，三度春秋，只是长沙波澜壮阔

发展史上一个小刻度，却因为激情与梦想，长沙“直冲云霄”变
得真切真实。

———2016 年，黄花国际机场周边，综合保税区拔地而
起，长沙县吹响“二次创业”号角；2017 年 5 月，长沙临
空经济示范区正式获批，140 平方公里的土地喷薄出
澎湃力量。 2019 年 10 月，《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发展规划（2019-2035 年）》印发，临空经济区迈
入全面统筹建设阶段。

时间的重量，从此刻开始沉淀！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
在这个规划面积 14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国家级长沙

经开区、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黄花综合保税区、高铁新城等平台
载体。 这些平台，无论是“姓甚名谁”，无论归属哪个区域，他们
有着共同的名字———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几大经济体之间形
成了组团、互补、协作的机制，各具特色。

站在一个开放新起点，共赢是其基本的属性。
空铁联运形成的立体交通枢纽格局，让人流、物流、资金流

实现“无缝衔接”。 通过航空和高铁连接的“黄金通道”，使得投
资要素在此流动。 从各自为政、各管一摊，到相互扶持、彼此协
助；从发展定位不清、功能重叠，到优势互补、统筹布局……“一
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日渐显现。

站在一个开放新起点，奋斗是其共同的姿态。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钢筋工长王少君和同事们在
在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负责钢筋工程施工。 他们在展示交易中
心工地上回忆，“两年前这一带到处是山包、茅草和荒地，还有几
户人家，山上还可以摘到橘子吃。 ”如今，项目建设工地现场，挖
机掘进，运输车辆来来往往，工人马不停蹄。 ———他们的名字，
叫“建设者”。

“长沙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我们看好长沙”。 圆通速递有限
公司董事长喻渭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圆通速递将在长沙采
用“功能划分，管理、操作分区”的发展路径，主要规划区域总部
基地及航空枢纽基地、冷链仓储物流中心、快递 / 快运集散中心
等。 一批批像圆通速递一样的企业接踵而至， 他们的名字，叫
“创业者”。

“决策投资长沙整个过程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省市政府、
相关部门重商、亲商、扶商的理念，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全程优质
服务。 ”百联奥莱项目负责人介绍，在示范区相关工作人员的协

调推进下，百联奥莱项目比计划提前 160 天竣工投产，节省资
金至少 1亿元。按照“一天一汇总、一周一统计、两周一调度、每
月一讲评”的要求，一批批党员干部对企业建设发展进行帮扶和
指导，促进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他们的名字叫“服务
者”。

站在一个开放新起点，美好生活是人们的期待。
“人民城市为人民。”这片金色热土充盈着拳拳温情。它是绿

色的、生态的、智慧的、高质量的示范区。 蓝天、碧水、绿树，蓝绿
交织，是她的容颜；购物、游玩、娱乐、就业，是她给人们展示的独
特魅力。“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漂亮新城，建新城恰恰是为了老百
姓过上更好生活。 ”长沙县主要负责人的一番话语，让人动容。

壮哉，大地之上，湖湘脊梁巍峨立！
美哉，蓝天之下，鲲鹏展翅九万里！
一架架飞机轰鸣着飞上蓝天， 与飞机同时起飞的还有长沙

临空经济示范区规划带来的希望与梦想。
新规划，新起点，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正展开双翼，向着更

高的目标奋飞！

深秋，黄花机场风景依旧。
湛蓝如洗的天空，一架架飞机裹挟着轰鸣，冲上云霄，划

出道道美丽弧线。
这片承载湖南开放的土地， 在两年前设立长沙临空经济

示范区的那声惊雷之后，似乎趋于内敛。
“过去的两年，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总体处于谋思路、打

基础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的关键阶段。 ”长沙县主要负责同志的一句话，道出规划的历
史阶段。

一份《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2019-2035 年）》，
正是在这 700 多个日夜里，酝酿、发酵出影响未来的力量，一
笔一画勾勒了开放湖南的发展蓝图和“施工图”。

事实上，这一项牵系未来的规划，曾一次次摆上省市决策
部署的会议桌上，却一次次搁浅。

“要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清楚，不能留下历史遗憾”；“要
跳出‘一城一地’得失来思考发展路径，要从城市群的发展高
度去擘画和推动”；“要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耐心，算好
‘长远账’、‘生态账’”……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话语，
成为规划战略构想和重要出发点。

“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这条主线，贯穿
着规划出台的始终。 因此，在推进建设过程中，长沙县态度鲜

明，对基础配套建设，往前推、加速推；对产业方向、功能分区
等，不盲目、不蛮干。

随后，“入山问樵、遇水问渔。 ”一趟趟调研、一次次论证，
临空经济示范的宏伟蓝图不断细化。

这是一份“关于责任”的答卷，长沙离未来更近。 从打造
长江经济带空铁联运枢纽， 到创新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高
地，再到构建现代化高端临空产业体系，再到建设绿色生态
宜居智慧航空城……《规划》从交通格局、经济格局、产业布
局、生态文明等多个角度，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描述长沙东部
经济走廊的美好愿景。跳出长沙看长沙，跳出产业促产业，跳
出历史局限看未来，《规划》研究之深、之透彻，给人振奋和力
量。

这是一份“关于速度”的答卷，长沙离世界更近。 21世纪以
来，人类进入“大空间时代”，空港经济作为人员流动与物质交
换的中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50个城市、
385条航线，长沙从这里出发，架起国内外沟通的桥梁。 2小时
到上海，3 小时到北京，20 小时到纽约……城市空间距离被时
间分隔、组合。

从宏大叙事的产业铺排，到细致入微的环境提升，人与生
态和谐共生，临空经济示范区以其蓬勃兴旺的产业，精致精美
的姿容，深深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只有将规划置于全国宏伟叙事的框架中， 我们才能更清
晰感知党中央对区域协调、扩大开放的布局与谋略。

早在 2013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
提出了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倡议。随后，“一带一路”
倡议、长江经济带立体走廊等一连串动作，加速了“走出去”与
“引进来”的步伐。

作为沟通“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节点
城市，长沙由此迎来了一轮全新的发展机遇。

大关口，大智慧。 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提出“一带
一部”的战略定位，到长沙市委、市政府提出将东部开放型经
济走廊打造成为国家“一带一部”核心增长极的中心，时代赋
予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新使命。

从坐拥空港、高铁、高速交通枢纽的便捷，到连接国家级
长沙经开区、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黄花综合保税区、高铁新城
等平台载体，再到南接粤港澳大湾区、北毗长江经济带，在全
国范围资源优化配置中，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担当着湖南创
新发展、开放崛起的重任。

走在举足轻重的历史关口，我们有了见事早、行动快、驾
驭全局的“临空规划”；我们有了出拳重、措施实、力度空前的
“临空规划”；我们有了底气足、视野宽、统筹兼顾的“临空规
划”。

可以说，正值我省开放崛起的关键时刻，规划的出台，打
消了疑惑，明确了方向，鼓舞了士气。

越走，越清晰；越走，越坚定。
一项项主动扩大开放的举措扎实落地， 一条条放宽市场

准入的政策接连生效， 一个个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招频频推出
……2016 年以来，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进驻了以中国邮政、
顺丰和圆通航空物流项目为代表的航空物流业，以南方航空、
厦门航空、奥凯航空为代表的航空服务业，以百联奥特莱斯、
联通数字阅读基地和喜来登酒店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等。

不能说“捡到筐里都是菜”，长沙县用形象的比喻，解析临
空经济示范区发展的取和舍。一次，一家地面物流企业找到示
范区招商部门，希望进驻。 通过仔细评估这家企业业务，招商
部门给出的建议是，该企业与临空产业关联度不大，推荐其到
其他工业园区落户。

3年后的今天，规划的出台再次激起一池春水。 这个酝酿
成熟的规划，既有“引”的激励优惠政策，又有“逼”的一些限制
性措施。 航空运输与综合保障、航空物流与保税服务、空港现
代商业服务三大产业，成为招商“指引”，成为未来发展支柱。

进与退 “一家人”合作

快与慢 “一张图”谋划
舍与得 “精准化”发展

名片———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跨度 15 年的建设规划
长沙究竟在布什么“棋”
———访湖南省政协经科委主任吴金明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欢迎你

专 家
访 谈

图说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发展规划

（2019-2035 年）

一、发展格局：
依据示范区现状

条件 及产 业 发展 体
系 ，形成“一轴两带 ，
双核四组团” 空间布
局结构。

一轴： 空铁联动
轴。

两带：北部综合发
展带、浏阳河生态带。

双核： 空港服务
核心、高铁服务核心。

四组团： 航空城
组团、高铁会展组团、
隆平组团、 经开区组
团。

二、战略定位：
1、打造长江经

济 带 空 铁 联 运 枢
纽：

2、创新发展内
陆 开 放 型 经 济 高
地：

3、构建现代化
高 端 临 空 产 业 体
系：

4、建设绿色生
态 宜 居 智 慧 航 空
城。

规
划
“三
步
走
”

机场发展目标：建设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T3 航
站楼和第三跑道，实现旅
客吞吐量 4000 万人次 ，
货邮吞吐量 38 万吨。

产业发展目标：引入
1-2 家货运航空公司建
立基地。综合保税区二期
建设完成。培育 10-20 家
临空高科技企业与科技
服务企业。 免税购物、娱
乐消费、临港酒店等空港
商业逐步完善。航空运输
相关的直接经济增加值
达 250 亿元。

城市建设目标：优化
内部道路网络，基本完成
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网络。航空城城市服
务功能基本实现。

机场发展目标 ：到
2030 年， 实现旅客吞吐
量 6000 万人次， 货邮吞
吐量 60 万吨， 机场的核
心枢纽功能进一步增强。

产业发展目标：开放
型经济规模显著提升。智
能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
业形成集群。空港现代服
务业门类持续完善。航空
运输相关的直接经济增
加值达 350 亿元。

城市建设目标：建成
完善的居住、教育、医疗、
文化等城市配套服务设
施，优化工作环境及居住
品质， 形成港-产-城融
合发展格局。

到 2035 年，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实现旅客吞
吐量 7200 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 80 万吨，成为立
足中部、辐射全国、联通
世界的区域性国际枢纽
机场， 中部地区重要的
开放门户机场。 建立创
新、高端、智能、生态的
临空产业集群 ， 实现
港—产—城 一 体 化 发
展， 成为长沙城市空间
向东延展的重要动力 ，
全面建成我国产业集
聚、 智能高端、 绿色生
态、 宜居宜业的临空经
济示范区。 航空运输相
关直接经济增加值达
430 亿元。

从 2019 年-2025 年

从 2026 年-2030 年

从 2031 年-2035 年

� 到 2035 年，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将实现旅客吞吐量 7200 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 80 万吨。

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空港城校区，让市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服务。

坐拥空港、高铁、高速交通，这里是湖南现代交通体系最完备的地区和中南地区最核心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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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长沙百联奥特莱斯购物广场，带给市民购物、游玩、娱乐等体验。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