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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成就新岳麓
——长沙市岳麓区 2019 年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直击

岳麓新作为

岳麓区委书记周志凯认为，唯有
奋斗，是对践行初心使命的最好诠释。

2019年，奋斗是大科城建设最佳
写照，是产业发展最优路径，是基层
治理最实承诺，是全面从严治党最好
践行。

2020年，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岳麓区
将立足新起点、贯彻新理念、奋力谱
写“知识岳麓”“创新岳麓”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郑 旋
曙光升腾，时钟的指

针不停转动。回头翻开

岳麓区2019年政府工作

报告，高质量发展的成绩

令人振奋——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预计增长9%以上，经济发

展稳中有进；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向内涵式发

展转变，创新创业热气腾

腾；民生投入“加码”，城

市功能与品质提升，宜居

岳麓深入人心；互联网岳

麓峰会、世界计算机大会

相继落地，开放岳麓闪耀

星城……

2019 年来，岳麓区

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引，高度践行新发展

理念，沿着“四个三”高质

量发展路径，全面融入现

代化长沙建设大局，主动

担当湖南湘江新区建设

主力，全力建设“知识岳

麓、创新岳麓”，经济社会

发展亮点频频。

2019年10月，《人民日报》发布当年
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岳
麓区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62位。

这个数字，不仅是一项荣誉、一份收
获，也是新时代下岳麓崛起的作为。

近年来，长沙“东西两翼齐飞、河东
河西均衡发展”的格局逐渐成型，拥有国
家级湖南湘江新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三大战略平台交汇叠加的岳麓区牢牢把
握发展机遇，大力推进经济建设。

驱车从河东过江，湖南金融中心一

栋栋高楼大厦鳞次栉比。2019 年，湘江
财富金融中心主楼基本建成，湘江基金
小镇（一期）投入运营，新引进基金管理
机构80家，基金管理规模达2215亿元。

这一年，一大批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企业都在岳麓区排兵布阵、茁壮
成长。8月落户的满帮华中物流港、加速
建设的德国卓伯根中国（总部）、开业火
爆的宜家商场、还有开园在即的湘江欢
乐城冰雪世界……

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2019

年，岳麓区经济建设成效显著、经济发展
高奏凯歌，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9%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15.6%。

多项增长的数据指标，彰显了岳麓
区过去一年势如破竹的发展势头。在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下，岳麓区通过
着力推进经济治理、创新治理、城乡治
理、社会治理，同时还跻身全国投资潜
力、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新型城镇化 4
个“百强区”之列。

走进中建智慧谷东区，整洁的沥青
马路基本铺设完好，崭新的办公裙楼
……放眼望去，华锐金融、云天励飞、码
尚定制等企业标识一目了然。

作为湖南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的重点工程，中建智慧谷由岳麓
区政府与中建国际投资政企联合打造，
定位“科创产业园区”，当年开工建设，当
年吸引一批标志性科技企业和平台入
驻，另与120余家科技企业、20余个研发
平台正加速对接。

岳麓区素来享有“湖南硅谷”的美
誉，科教资源优势得天独厚。2019 年以
来，围绕建设“最美大学城、领先科技城、
一流创业城”的目标，岳麓区担当岳麓山
国家大学科技城的建设主力，全面推进
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中建智慧
谷、岳麓科创港等18个产业平台建设。

2019年 12月 27日，集科创政务、知
识产权、技术转移等十大服务于一体的

岳麓科创港正式运营，在已引进迈科技、
聚仪网、集商网等 27 家标志性平台的基
础上，再度签约飞马旅、安恒信息等 12
个科创企业平台。至此，大科城入驻科
创企业总数突破3000家。

科创主体的竞相汇聚，让“白天热
气腾腾、晚上灯火通明”的创新创业场景
在岳麓区逐渐成为常态。当前，中南大
学科技园（研发）总部引进科技企业 210
家，岳麓区与中南大学等驻区高校通过

产业平台不断深化合作，促进科研成果
转化率大大提高。

据了解，岳麓区 2019年新增专利授
权 7000 件、实现技术贸易合同交易额
16.6亿元，同比增长17.3%、62%，总量均
居全省县（市、区）首位，排名首批全省创
新型县（市、区）第一。

2019 年 4 月，湖南壳牌能源有限公
司等 12 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落户；5
月，国网湖南电科院科研及电网建设物
资材料检测检验中心项目开工建设；8
月，满帮华中物流港项目签约；10 月，湘
江智谷·人工智能科技城项目动工，引
进千玺集团、腾讯财付通等 12 家人工
智能企业……

2019 年，是岳麓区连续开展“产业
发展年”活动的第四年。这一年，壳牌、
腾讯、百度等 8 家“世界 500 强”企业投
资落地，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达产从不
间断，岳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稳健
有力。

对标长沙市“产业项目建设年”的工
作要求，岳麓区持续推进高端商贸、现代
金融、文化旅游、健康养老、检验检测、都

市农业“六大主导产业”和楼宇经济、园区
经济、科创经济、开放经济“四大经济”产
业体系建设，实施项目投资计划 513个，
全年累计完成产业项目投资231.5亿元，
同比增长16%。

在产业发展的主战场，岳麓高新区
引进航天瑞莱等检验检测企业 30家，人
工智能科技城、湘江鲲鹏硬件生产线等
启动建设，艾科瑞生物检测等 9 个项目
竣工达效，2019 年全年实现检验检测产
业链产值达59.5亿元，同比增长17.2%。

不仅产业集聚度有效
提升，产业规模化发展之
势更加蓬勃。2019年全年
楼宇招商去化面积达 21.6
万平方米，9栋楼宇税收过
亿，楼宇经济迈上新台阶；

华谊兄弟电影小镇一期运营，湖南妇女
儿童医院工程扫尾，文化旅游、健康养老
等产业重大项目均取得建设成效。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高地也在岳麓区
强势崛起：白天，阳光100凤凰街时尚热
闹；夜晚，滨江渔人码头灯火通明……随
着消费经济转型升级，岳麓夜经济一片
欣欣向荣。2019 年，岳麓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 10%，夜经济零售总额占
比达20%以上。

六大主导产业，支撑四大经济……
2019 年，岳麓区新增
市场主体23174个，其
中企业11848家，增长
53.2%，新设企业增长
率领跑全省，湘江西岸
的财富激流涌动。

只要资料齐全，新开办企业最快只
要2小时。这是2019年刷新的“岳麓速
度”。

从“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到“实体
经济降成本行动”“政策落地行动”……
岳麓区秉持“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
周到、说到做到”的“四到精神”服务企
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涵养一流创新
生态。

谢元是长沙施维环保服务有限公
司法人代表，2019年10月的一天，他来
到来到岳麓区政务服务大厅，通过“市
场准入”综合窗一次性提交了公司注册
的所有材料。

大约两小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银行开户手续全部办好，一套崭新的企
业公章到了谢元手中。他没想到，“不
仅效率如此高，还没有花上一分钱。”

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过
程中，岳麓区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深入
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网上办、
就近办、减证办、帮代办……经过一年

的改革探索，岳麓区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可办率达99%，687件事项实现“最多跑
一次”，各类办事证明总量压减30%，园
区推出72件事项帮代办服务套餐。

与此同时，岳麓区在长沙率先设立
水电气综合专窗和实现证照自助打印，
对企业开办实行“零收费”，群众、企业
办事的时间更短了、流程更少了、成本
更低了。

“就像超市购物般便捷。”2019 年
11月，由湖南湘江新区和岳麓区联合打
造的湖南金融中心政务服务超市“开
业”，在这里，入驻湖南金融中心的金融
机构及配套服务机构享受到商事登记、
税务开办登记、单位参保登记等一站式
服务。

良好的营商环境涵盖方方面面，过
去一年，岳麓区在促进减税降费政策和
产业扶持政策方面联动发力，为市场主
体减税10.5亿元，用活产业扶持专项资
金 1.1 亿元，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岳麓
信心十足谋发展、轻装上阵图壮大。

从城区出发，穿过西二环向西、向
南，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蜿蜒如带，新
型的村镇如珠落玉盘，环抱绿水青山，
秀美如画。放眼长沙，河西的变化之
大、变化之快、变化之美，有目共睹。

2019 年，岳麓区大力推进城乡一
体化建设，完成项目征拆22个，腾出发
展空间近 4500 亩。同时，加快潇湘大
道南延线等多条城市主干道路建设，开
通岳宁大道、学士路南延线，实现农村
集镇公交全覆盖，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
1226 公里，城乡“半小时经济圈”基本
成型。

面对新城、旧城、农村交织的复杂
区情，岳麓区要从根本上促进城乡一体
化，仅仅拉近“物理空间”距离并不够。
为此，岳麓区全面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让城乡生活在各方面互联互通、共
融共进。

城区 128 个社区和农村建制村同

步推进垃圾分类减量全覆盖；436个电
力“6·30 攻坚”配网项目覆盖城乡；完
成城市有机棚改 12 万平方米，拆除农
村大棚房 3.8万平方米；提质城区公共
厕所60座，改造农村无害化厕所5300
户……

过去一年，岳麓区城乡设施大大改
善，城乡环境也日益美化。看城市，经
过有机更新改造的白沙液街重获“新
生”，百年老街蛛网密布的面貌一去不
复返；看农村，莲花、雨敞坪等全国环境
优美乡镇小溪潺潺，绿篱婆娑，花草依
依。

通过坚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岳麓
区重点发展都市农业，引进省现代农业
控股集团，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6200
亩。目前，全区收入在 50 万元以上的
村共 23 个，莲花镇东塘村村民张炎武
感慨：“环境美了、钱包鼓了，城乡生活
的差别越来越小了。”

早上买菜，明亮整洁、菜品丰富的农
贸市场就在楼下；出门办事，人行步道、
自行车道、公交、地铁无缝接驳；“老小”
上学、健身、看病，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对于洋湖景园小区居民来说，只要
步行15分钟路程，基本生活需求都能得
到满足。

这 在 岳 麓 区 正 成 为 普 遍 现 实 。
2019 年，岳麓区圆满完成“一圈两场三
道”两年建设任务，累计提质“15分钟生
活圈”69 个，建成停车场 39 个、泊车位
9815个，农贸市场 17个，人行道 63.2公

里、自行车道 163.9公里、历史文化步道
10.5公里，群众生活充分受益。

一年来，岳麓区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上狠下功夫，着力补齐民生短板，24
项省市年度民生实事全部完成。

新开公办幼儿园 5 所，新增普惠园
25 所，新增中小学 4 所；新增城镇就业
8372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10家医
疗机构纳入医保“一站式”结算，改造村
卫生室 7 个；新增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7

家；分配农民安置房7052套……
一连串数字，无不反映出为民惠民

的岳麓担当。为了更好地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岳麓区深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
过进一步加强网格化管理服务，将基层
治理的触角拓展延伸。

2019年，岳麓区全面推广社区（村）
“坐班”转“值班”制改革，广大党员干部走
进小区、楼栋、企业，关注群众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5.4万余个民生问题最终迎
刃而解。

亮点1 综合实力再攀新高 荣膺全国5个“百强区”

亮点2 创新浪潮激荡澎湃 居全省创新型县（市、区）之首

亮点3 产业发展量质齐升 产业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6%

亮点4 营商环境更趋优化 资料齐全开办企业，最快2小时

亮点5 城乡融合大步迈进 城乡“半小时经济圈”基本成型

亮点6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圆满完成“一圈两场三道”建设任务

主要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8%以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9%以上；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8.5%左右；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

具体举措
优化增量与质量，加力加速实

现动能迭代升级，不断增强创新驱
动力，提升产业竞争力，扩大营商吸
聚力；彰显实干与担当，坚定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筑牢抵御风险防线，决胜对口帮扶
精准脱贫；注重功能与内涵，高标高
质促进城乡互融互通，坚持规划引
领，促进城市精明增长，促进城区品
质提升，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突出优
质与均衡，全心全意践行为人民服
务宗旨，强化民生基础保障，优化公
共服务供给，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坚
持廉洁与高效，依法依规加强政府
自身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实干兴
政、廉洁从政，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岳麓区崛起一座现代新城。

中建智慧谷东区投入运营。 范远志 摄

湖南金融中心金融政务超市提供商事登记等一站式服务。

夜幕降临，岳麓城市空间充满活力，夜经济欣欣向荣。

20192019 年年，，岳麓区新改建农贸市场岳麓区新改建农贸市场 1717
个个，，市民买菜愈发舒心市民买菜愈发舒心。。

岳麓区大力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岳麓区大力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
施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20192019年年，，岳麓区深入推进岳麓区深入推进““一圈两场三一圈两场三
道道””建设建设，，高标准的立体停车场投入使用高标准的立体停车场投入使用，，后后
湖停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湖停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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