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倩

7 月 31 日，长沙雨花经开区迎
来自己的18周年“成年礼”。站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际来审视和
回顾自身发展，弥足珍贵。

从时代中汲取智慧，在改革中
孕育力量，在宏观视野中寻找定位
……18 年风雷激荡，18 年波澜壮
阔，可以说，雨花经开区的成年是时
代潮流中撷取的最美浪花。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雨花经开区
在近6年全省133个园区综合评价中，
5年位列全省省级园区综合评价第一，
连续3年在长沙市重大产业项目观摩
中排名中心城区第一……雨花经开区
人说，捧回一个个荣誉最大的原因在
于，这些年来他们心中一直装着5本账
——土地账、资金账、人才账、产业账、
社会账。

我们走进雨花经开区，了解他
们这5本账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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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社会账”，我
们需要讨论的是，雨

花经开区 18 年的砥砺前
行，给同升这片土地到底带来
了什么？

一个最直观的画面是：2002年
以来，同升街道（原洞井街道析置而来），
破旧、低矮的房屋不见了，满目凌乱的菜
园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标
准厂房和时尚高楼。

一句最直接的感受是：农民变市民，
“洗脚”进城了！

雨花经开区绕城以南控规用地23平
方公里约 34500 亩，控规范围涉及金井、
桃阳、联盟、白田、洪塘村全部及新兴和鄱
阳村部分用地。从 2002 年陆续启动征
收，到2019年已征收25479亩，涉及拆迁
人口11243人。

诚然，征收之后农民失去了土地。但
让我们把视线拉长，来看农民收获的是什

么。
2002年建园之时，当地老百姓普遍的

社会收入较低，人均个人年收入为 3385
元。2012 年人均年收入为 15057 元，较
2002年增长了4.5倍；2019年人均年收入
为42816元，较2012年增长了2.8倍。

再来看征拆安置后农民的租金收
入。如按普通五口之家，拆迁安置分安置
房每户可分得平均约 5套 80平方米的房
屋，自己住 2套，其他 3套出租，粗略统计
租金收入超过5万元。

农民支持园区发展，园区回馈的显然
不仅仅是安置房。

雨花经开区考虑的是，如何高质量做
好拆迁征收的“后半篇文章”。

他们把这“后半篇文章”写在每一寸
规划中：将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配套设
施硬指标与安置房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最大限度满足安置点公共服务功能，让当
地老百姓直接感受到变化、便利。

他们把这“后半篇文章”写在每一分
建设中：这几年，依托雨花区开展的“一圈
两场三道”建设，百姓生活质量更是显著
提升。如今，居民从家里出发，步行15分
钟就可到达附近的幼儿园、养老服务站、
社区公园；市民出行，人行道将更通畅，自
行车道交通系统将更完善，可供游玩的历
史文化步道将更长。

五本账的核心是园区决策者的政绩观。
怎么处理老百姓的眼前利益和长远

利益，怎么处理园区的短期效益长期效
益，怎么看待 GDP 指数与老百姓幸福指
数……决策者的政绩观直接就体现在园
区一草一木中。显而易见的是，雨花经开
区 18 年的发展，始终把老百姓赞成不赞
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当成这五本
账的唯一“计算法则”。

18 年，雨花经开区的“成年之美”，
何尝不是与企业、百姓同发展的“成人
之美”？！

2002 年，雨花经开区的前身——
湖南环保科技产业园获批成立，园区
开始披荆斩棘之旅。

先要把土地一寸寸摸清楚。这份
“土地账”，通俗地说就是要算清楚土
地从哪里来，土地要用做什么，土地怎
么用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

三个问题，个个是大课题。
一个醒目红线是，位于长株潭绿心

保护区的土地决不能碰。在整理土地
的时候，雨花经开区将目光瞄准整治空
心村、废弃地、棚户区、违章建筑密集
区，并积极改造“低产地”。对于同升街
道的征拆土地，多方位筹集资金，确保
迅速腾地。

这几年，雨花经开区的“家底”日
益清楚：通过“腾笼换鸟”，二次开发土
地大约 30万平方米；新开发区域大约
30 万平方米；可利用低效闲置老旧厂
房大约10万平方米。

地有了，该怎么用？不可回避的
问题是，过去一段时间，在长沙一些新
型产业园建设过程中，也曾经有过引
进房产项目、追求土地眼前价值最大
化的倾向。这种苗头雨花经开区从一
开始就高度警惕、明确表示拒绝。

而对于符合园区新能源汽车及零
配件产业、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含传感
器）产业的“一主一特”产业布局的，园
区最大程度地满足企业用地需求。可
孚智能装备产业基地二期、申亿高端零
部件智能制造生产基地、湘能楚天电力

智能装备生产基地、长步道机器视觉光
电产业生产基地项目二期……这些项
目，都是在园区的培育下，企业再次布
局抢占创新制高点的智能制造产业项
目。

而对于部分地块，在没有十足把
握开发、没有详细产业规划的情况下，
雨花经开区宁愿将土地留白，由子孙
后代去填充。

雨花经开区不仅在土地挖潜上做
文章，更在精打细算上做文章。

工业地产是解决土地供需矛盾，
集约节约用地，推动产业升级的一个
重要平台。2006年，雨花经开区开始
试水建设初级形态的标准厂房——环
科园创业中心。2007 年成功引进东
湖高新后，开启了长沙标准厂房建设
的新纪元。联袂打造的东湖高新国企
中心一期（128 亩）于 2012 年全部售
罄，引入企业150家，扎根在雨花经开
区的这 12年里，先后又开发了长沙国
际企业中心二期、长沙研创中心一二
期等，引入企业 200 余家。2019 年，
长沙东湖高新即实现税收 3374万元，
入驻工业地产内的企业贡献度更是传
统购地企业的数倍。雨花经开区从
2011年起连续5年获评长沙市工业园
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优秀单位。
2019年，雨花经开区东片区4.54平方
公里的工业用地调出绿心范围，为园
区腾出宝贵的土地空间，将进一步助
推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园区要发展，资金从哪来？
决策者必须细致谨慎地算好每一笔

账：财政拨款多少，土地出让资金多少，
银行贷款多少……投入多少钱、花费多
少钱、花出去的钱又带来多少收益，这些
问题必须有清醒认知。

这并不是“一支一收”的简单逻辑。
收入、支出当然要准确、清楚、明晰，但作
为工业园区更应该考虑的是，投入每一
分怎么获得两分的效果。

以园区获得的首笔融资贷款为
例，2004年，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
向园区发放 2955 万元贷款。也正是
因为这笔“启动资金”，同年，环保路、
万家丽路（原火星大道）拆迁、建设得
以顺利开展。

园区从最初的单一融资渠道银
行贷款到目前打通了所有的融资渠
道和融资方式，债券融资方面发行了
国家发改委审批的企业债 15 亿元，
注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非公开公
司 债 8 亿 元 、银 行 间 交 易 商 协 会
PPN25 亿元，10 亿元超短融正在申
报，争取政府专项债 5 亿元。其他融
资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
款、委托贷款、物业贷、融资租赁、信
托等也一一落地。

从一家合作银行开始到当前合作的
金融机构达到30多家，存量融资余额达
到了约65亿元。近两年来，年融资数量
最多的达到了30多亿元。

当园区打通财政资金、银行融资这

一资金来源主要渠道之后，近年来，雨花
经开区又着手解决社会化参与不强、市
场化运作层次低、资金筹措渠道窄等现
实问题。2019年底，雨花经开区牵手专
业基金公司，共同组建了一支总规模50
亿元的产业基金。

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吸附资
金能力不断增强说明了什么？

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说明资本
市场对园区认可度显著增加，融资成
本也在历年下降；从园区发展状况来
看，说明园区产业发展的集聚力、影响
力不断加强。

解决“收”的问题后，雨花经开区
该花的钱，一分都不含糊！

从 2003 年到 2020 年，园区为打
通基础设施建设，先后投入26亿元，拉
通了万家丽路、环保大道等道路，总长
约49.8公里，形成了目前的汇金路、万
家丽路、京港澳高速公路“三纵”和绕
城高速公路、环保大道、振华路“三横”
的路网主骨架。

该提供的服务，一分都不打折！
这两年，围绕产业项目建设年，雨

花经开区预先、有效、合理的筹措各项
资金，切实保障项目建设需求。围绕
风险补偿基金、融资担保、转贷基金、
创投基金、小额贷款等各类金融产品，
努力打造“传统信贷+股权融资+中介
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平台，逐步形成
符合园区实际、具有园区特色的金融
服务体系。

算人才账，三个层面来看：一是雨花
经开区管委会本身；二是在园区工作的专
业型人才；三是园区属地居民、因购房而
生活在园区的“新居民”。

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前者是支点、着力
点，后两者是其“撬动效应”的结果。

干事创业就需要人。但人从哪里
来？“眼巴巴等组织派人”到“绞尽脑汁四
处借调人员”的窘境，非长远之计。

园区成立之初，工作人员均由区属部
门、街道抽调。2004 年起，园区大胆改
革，面向社会发出“求贤令”。通过公开竞
选、聘用上岗的方式，试水“聘任聘用”制
度。同年，10名青年才俊和专业型人才，
打破体制藩篱，为园区注入新鲜血液。

2012 年底，园区干部职工 61 人中，
本科及以上学历 39 人，占比 63%。到今
年，短短 8 年，人才结构更优、人才层次
更高：园区现有 124 名干部职工，人员数
量在 2012 年的基础上翻番，本科、硕士
研究生占比近 80%，中级及以上职称占

20%，涵盖工程、规划、经济、财会等专
业。

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可
以说，雨花经开区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
就，都是这一批批干部职工“硬碰硬”干出
来的。

以 2012 年比亚迪投产为标志，高素
质劳动者、专门人才、领军型骨干型人才，
如雨后春笋涌现。

到目前，园区仅规上企业和高新技术
企业共有 1300 余名人才，其中高层次人
才 25人、管理型人才 200人、技术型人才
500人、技能型人才600余人。

唐智科技首席科学家唐德尧教授，是
我国设备故障诊断技术领域代表人物之
一，是“广义共振/共振解调”技术专业带
头人。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广义共振/共
振解调技术”，许多课题（项目）创国际先
进或领先水平，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在
国际交流中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所开发
的诊断技术产品创社会效益逾百亿元，受

到国内外企业重视，被学术界同行及新闻
媒体誉为“唐氏 CT”，引领了中国机械设
备故障诊断行业，在轨道交通领域的产品
应用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园区还专门为这些拔尖创新人才打
造了一个个温馨的家。目前，已建设了
600 余套人才公寓。为了方便入住人才
交流和活动，园区还设有健身房、书吧、茶
室、多功能厅等场所。

人才的高度集聚是产业集聚的核心；
而一个区域发展本质上是产业和人的高
度集聚。如何看待雨花经开区对属地
——同升街道的带动作用，我们从人员结
构的变化或许能感知一二。

2012年，同升街道挂牌，辖区与园区
控规基本重合。彼时，街道户籍人口不到
1 万人，流动人口近 3 万余人。到 2019
年，同升街道户籍人口达2.2万人，流动人
口达7万余人。2020年的辖区小区达 26
个、楼栋数量达 1507 余栋，楼栋数量是
2012年的3倍。

抓产业，雨花经开区充分意识到时
间、时机的重要性。他们说：“以前说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是三年河东、三
年河西，甚至是三个月河东、三个月河
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使得雨花经开区始终保持着锐不可
当的势头。

他们在抓产业的道路上牢牢把握着
“大与小”“快与慢”“多与少”的辩证方法
论。

——处理“大与小”，要有“众里寻他
千百度”的毅力。

在 2009 年以前，园区也有过
“捡到篮子都是菜”的阶段。

这种遍地开花的招商带来
的总体体量、产出效益

是可观的，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能给园区
带来立竿见影效
果。但这种“大”
是“虚胖”，不扎
实 、成 长 空 间
小 ，所 以 雨 花
经开区摒弃。

相反，再来看园区近年来不断强化的
“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产业发展思
路。这种“小”是相对产业细分市场而言
的。抓住产业链的高端，引进那些特色、
优质、精细的企业。像园区的湖南长步道
有限公司，虽然在大众看来并非耳熟能
详，但却是细分行业内名副其实的佼佼
者。它的工业镜头市场占有量居世界企
业第三位，国内占有率第一位。

——处理“多与少”，要有“风物长
宜放眼量”的眼力。

园区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产业招
商上做减法，聚焦主导产业，主攻龙头企
业。以少数“龙头”企业带动多数配套企
业入驻，从而形成产业集群。

2009 年园区引入比亚迪后，紧紧围
绕比亚迪，通过先做主体、再做配套，不断
拉产业链条，坚持走由内而外的产业培育
之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强劲发展的带
动下，园区培育了中南地区最大的汽车模
具生产企业湖南晓光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企业的产品成功打入大众、通用、三菱等
外资企业。

——处理“快与慢”，要有“功成不必

在我”的定力。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有意思的

产业招商细节，比如大族激光，从接触到
“抛出橄榄枝”到企业正式签约，前后花费
了4年时间。但从签约到企业投产，雨花
经开区只花了37天。从这一“慢”一“快”
的对比，我们或许能感知到他们抓产业的
思维心态：不急功近利，不焦躁浮夸，相
反，有着久久为功的坚韧和“建功必须有
我”的担当。

但对一些立足长远的布局，雨花经开
区有着“功成不必在我”的豁达。

2019 年，园区设立 1 亿元专项资金，
重点打造智慧工厂、智慧物业、智慧政务、
智慧交通等 9 大应用场景。也有干部不
理解，为什么要在这些跟产业没有直接关
系的方面花大钱？

“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含传感器）是
属于风口产业、指向在未来，我们要为园
区的未来布好局、打好底，先把应用场景
培育好，为今后企业的落地拓展应用场
景圈、打造应用场景群。”雨花经开区主
要负责同志快言快语，亦如布局时的“眼
疾手快”。

土 地 账——寸土不让、守土有责

产 业 账——要有毅力、眼力和定力

资 金 账——一分钱要花出二分的效果

人 才 账——你来，我就为你安好家

社 会 账——经济与民生相得益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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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关注点便是雨花经开区的发力点。培育高端智能制造，雨花经开区甘当“店小二”。

激情洋溢

的生产车间内，高

端智能产品从这里

飞向海内外。

（本版图片均由雨花经开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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