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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天心区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长沙市天心区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勇闯新路

文/张福芳

连日来，长沙市以及各区县市均召

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暨“大干一百

天 实现双过半”竞赛活动总结会，赛成

绩、比进度、积极谋划下半年的发展。

7月31日，一场高规格的分析、总

结暨下半年重大项目建设攻坚动员会

在天心区召开，天心答卷如何？

1—6 月，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7%，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疫情形势

下，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明显恢复向好发

展态势。

总结，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回眸过去，天心区深刻领会上级党

委、政府精神，甩开膀子、俯下身子、用

双脚丈量大地，勇闯新路，交出了一份

无愧于心的答卷。放眼下半年，天心区

将紧紧抓住重大项目建设这个“牛鼻

子”，一往无前、心无旁骛，奋力迈入高

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2020年，绝对是个特殊的年份，被众
多人称为“有生之年”。

这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面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天心区没有
丝毫退缩，而是勇往直前，用智慧与实干，
全力以赴应战！

面对疫情，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惜代价、不计
成本，坚决打赢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早在 1 月 10 日，天心区就在全省率
先组织区疾控中心开展不明原因肺炎应
对演练。1 月 24 日，取消干部休假，全员
参与疫情防控；1 月 25 日，率先启动定点
酒店安置疫源地人员；在长沙市内五区
内，率先实施小区封闭式管理、率先推出
密切接触者“定点、集中、单人、单间”隔离
举措、率先退出中风险类地区……

这一系列的率先，靠的不是胆识，而
是高瞻远瞩的谋划、敢于担当与作为的责

任、不畏艰难与挑战的勇气。
那段时间，当大家都“蜗居”在家时，

天心区全体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社区，
摸排居民，帮扶隔离人员，全区上下，风雨
同舟、守望相助、日夜奋战，筑起了抗击疫
情的巍峨长城。

3 月 9 日，长沙市吹响了“大干一百
天 实现双过半”竞赛活动冲锋号角。天
心区积极应战，拉开了“百日竞赛”帷幕，
展开了一场众志成城、团结奋进的宏伟画
卷。

在经济发展的战场上，天心区，当然
也不甘于人后，提早布局，勇当先行者。

于是，在疫情防控趋稳的情况下，率
先全市出台稳投资促发展实施方案，累计
开复工重大项目129个，其中新开建项目
48 个，完成投资 159.4 亿元，占年度计划
投资额的66.3%；

率先全市发布支持软件产业发展10
条措施，设立不低于1亿元的产业发展基
金，全力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积极响应长
沙市软件产业再出发号召。通过实施天
心软件“万码奔腾”招才引智计划，目前，
新增注册软件类企业635家，百度、用友、
绿盟、浪潮等行业龙头企业相继入驻。

率先全市助推农贸市场、早餐店、理
发店等生活性服务业复工复产，党员干部
带头“嗦粉、理发、购物”，唤醒有烟火味的
长沙城。

不仅如此，还率先全市举办天天开心
购物消费季暨天心汽车消费节，“聚天心·
惠生活·乐消费”“乐购天心·心动一夏”等
系列消费活动，成效显著。仅五一期间，
王 府 井 五 一 广 场 店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11.2%，友阿奥特莱斯销
售额同比增长 15.2%；汽
车消费节 3 个月时间，累
计销售汽车6156台，销售
金额 9.5 亿余元，同比增
长近20%。

事非经过不知难。
在大战、大考面前，天心人敢说一句：

已全力以赴，无愧于心。

天心区这些年，其实挺不容易。
2019年底，才以“壮士断腕”的行动，严格

执行绿心总规和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完成
了 361 家工业企业顺利、平稳、安全退出绿心
地区，占全市绿心企业退出任务的三分之二，
每年光财税就损失十几亿元。

还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不少地块都限高、
禁止开发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给天心区的发
展带来了重重困难。

可历经岁月洗礼和经历艰难险阻的天心
人不会自怨自艾，越是困难，注入灵魂的敢为
人先精神越被激发，哪怕是滚石上山，爬坡过
坎也要勇往直前，千方百计破局。

这几年，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正在风
口，而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更是大势所趋。特
别是在疫情期间，数字经济显现出了强劲的生
命力。

在经过多次调研、论证后，天心区决定发
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地理信息服务”等数字
经济产业，并高起点规划“天心数谷”，抢抓数
字经济历史机遇，全力追梦长沙第 5 谷——

“天心数谷”。
在天心区委副书记、区长黄滔看来，天心

区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独特优势：辖区有省政
府及所属厅局等政治资源；总部企业集聚，市
场空间广阔；还有五一商圈、长株潭商圈人流

密集的商圈优势，有利于推广应用场景。
说干就干。
2月24日，伴着和煦的春风，戴着口罩、间

隔一米，在天心区主要领导的见证下，长沙天
心软件产业园在天心经开区挂牌，当天还发布
了《天心区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十条措施》，设
立不低于 1 亿元软件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
支持软件产业发展。

3 月 31 日上午，天心区重大项目开门红，

22 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其中有 17 个软件产
业项目，将引进核心研发人员1000人以上。

5 月底，装饰一新的长沙天心软件产业园
正式亮相，AB两座楼宇，从谋划、到招商、再到
一个个企业进场装修，用时不到50天，如今已
有近20家企业相继入场办公。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聚集一批龙头企业，
着力壮大一批中小软件企业，打造一批应用场
景，加快提升软件产业规模化、高端化、服务
化、集聚化发展水平，力争到 2022 年，基本形
成格局优、企业强、人才兴、载体精的发展格
局，软件产业力争突破年产值350亿元。”天心
区政府负责人展望道。

除了软件产业，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基
建”等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在天心区发展

势头强劲。
去年 5 月才在天心经开区打造的人工智

能产业园，不到半年时间就挂牌为省级产业
园，目前已吸引了千视通、中驰车福、酷哇研究
院等 30 多家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优质人工
智能企业在此集聚。

今年 4 月 8 日，天心区 106 个重大“新基
建”项目以一场特殊的“云开工”方式集体亮
相，开工项目涵盖5G基建、新能源、充电桩、大
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总投资近
30亿元。

7月15日，天心区在一天之内又有两大项
目宣告启动：湖南大数据交易中心在天心经开
区开工建设，交易中心现已规划为全省唯一的
数据要素与数字资产交易场所，也将是国家地
理空间信息中心的南部分中心；长沙酷哇人工
智能及大数据产业技术研究院实施的全国首个
市场化、开放式场景酷哇智慧环卫项目落地。

两天后，百度又与天心区成功合作，投资
20 亿元打造云手机产业基地，共同探索 5G
时代云手机业务的创新发展方向，助力项目在
教育、办公、游戏、VR、视频、直播等多个领域
的落地应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今年，复杂的
经济形势与严峻的疫情叠加，天心区聚焦数字
经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久久为功，一张蓝图干到
底，助力数字经济产业成为天心区发展新的引
擎。”天心区主政者如此说道。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现下，已然进入了这个特殊
年份的下半场，攻坚声声催
人奋进。

天心区经济工作下半场
怎么干？抓产业，抓重点项
目，抓龙头企业，最终以项目
建设大攻坚推动全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项目建设大攻坚重点是
什么？聚焦“八个一批”。

“重大项目建设攻坚行
动要以征拆推进一批、土地
出让一批、开工建设一批、入
规入库一批、开发销售一批、
招商引资一批、资源盘活一
批、新基建推进一批‘八个一
批’为主要抓手，奋勇争先，
交出下半场的满意答卷。”目标已然制定，路径
也已规划好。

上半场，天心区用 3 天时间，实现长沙市
一中城南中学征拆项目 42 户 151 人集中签
约，腾地 400 多亩。下半场，深入开展三大板
块项目征拆大攻坚行动，确保全年清零项目
29 个、腾地 3400 亩以上，完成棚户区改造
1350户以上。

在重点项目建设上，加快推进平安财富中
心、华融湘江银行、爱尔眼科总部、湖南大数据
交易中心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大实物工作量和
投资增量。

抢抓“新基建”发展机遇，强化用地、用能、
资金等政策配套，加速推进 5G 基站、数据中
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项目落地。

如何为落地做保障？
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深化银企对接合

作，全方位保障产业发展要素资源。同时，落实
“创新型城区”奖补政策，以科技创新联盟推动
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成果
就地转化，着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70家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低于32%。

坚定不移抓好招商暖商，助优化营商环境
向纵深发展。持续向深推进“放管服”和“一件
事一次办”改革，加快“跨域通办、网上办、就近
办、容缺办”，构建 24小时全天候的 15分钟政
务服务圈，“一日一制一景三中心”、继续坚持
指标长和双对标指标，构建天心最佳营商环
境。出台新的区域经济发展奖励政策，真金白
银支持企业发展，确保全年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11万户、新增“四上”企业100家。

运用产业链招商思维，聚焦三类500强和
细分行业领军企业，精准实施“三招三引”“三
请三回”、以商招商、协会招商、基金招商，确保
全年引进投资过10亿元项目5个以上、年税收
过百万企业100家以上。

“我们将以重大项目建设攻坚活动为抓
手，继续坚持项目为王。”天心区主政者明确表
示，“要聚焦重点项目，做到一个项目就是一个
新的增长点，一批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
要破除瓶颈抓项目，下大力气解决征收、资金、
土地等方面的问题，破解发展瓶颈；突出机制
保障抓项目，在强化责任意识、健全工作机制、
强化考核奖惩上下功夫，以重大项目建设的新
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提升。”

攻坚号角已经吹响，唯有甩开膀子加油
干，勇闯康庄路！

应战！全力以赴

破局！聚焦数字经济

攻
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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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东岸的璀璨明珠——天心。

长株潭商圈崛起于天心南部片区。

“大干一百天 实现双过半”活
动开展以来，天心区多个项目工地
上，工人们抢抓进度，挥汗如雨。

复工复产以来，天心区夜经济火爆。图为超级文

和友门前排队的人群。

(本版图片均由天心区委宣传部提供)长沙天心软件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