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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
力百强县名单揭晓： 长沙县由上年
的

37

位前移至
33

位，再次夺得“中
部第一县”的宝座！

从“三湘第一县”，到全国
18

个
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 再到中西
部地区的“领头羊”，近几年来，长沙
县的每一次跨越， 都成为全国瞩目
的焦点，她所追求的发展精神、发展
模式和发展效应， 已成为中国县域
经济里独特的“长沙县现象”。

上篇：领跑之旅
2008

年，长沙县工业对
GDP

的
贡献率达

70%

以上， 财政收入的
70％

由工业创造， 农民新增收入的
70％

来自工业。

“

3

个
70%

” 直观地揭开了长沙
县县域经济超常发展的秘密。

近年来， 长沙县按照集约、生
态、绿色的要求，突出“工业兴县、园
区兴工、项目兴园、科技兴项目”，工
业经济总量大幅攀升， 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综合效益越来越好。

“建园子，栽苗子，摘果子”，是长
沙县发展工业园区经济的形象概
括。

1992

年，长沙县举全县之力，开
始在星沙镇建设新县城和长沙经济
技术开发区，

2000

年经开区被国务
院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

17

年时间
累计完成投资

300

多亿元， 目前规
划面积达到

60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
积达

48

平方公里。 在此基础上，该
县又以经开区为龙头，按照“层次分
明、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原则，发
展了暮云、江背、樃 梨、干杉、黄花、

金井、 安沙等七个特色鲜明的专业
园区， 主要发展具有规模效应和相
对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群体， 全县
逐步形成了以“一区七园”为基地的
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经营、集群化发
展的现代工业发展格局。

2008

年，

“一区七园” 工业产值达到
606

亿
元，约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5%

。

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主导产业、

打造产业集群， 是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的关键所在。 长沙县制定并实
施了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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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积极运
用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节能环保
技术等高新技术， 大力改造传统产
业，培育优势产业，扶持做大三一重
工、长丰猎豹、北汽福田、同心实业、

力元新材等一批重点企业， 形成了
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
三大优势产业和新材料、生物工程、

食品饮料等新兴产业。 目前已基本
打造了三大主导产业集群， 即以三
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企业
为主体的工程机械产业， 三大企业
市值累计超过国内其他同类企业总
值， 奠定了长沙“中国工程机械之
都”坚实基础。 以长丰汽车、北汽福
田等企业为主体的汽车及零部件制
造产业； 以远大等企业为主体的家
电及电子信息产业。

2008

年三大产
业共完成规模产值

429

亿元， 增长
34.9%

。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近年来， 长沙县制定和出台了一系
列鼓励和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政
策，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 加强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鼓励应用技术
研发机构进入企业， 发挥各类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鼓励
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 目前，全县高
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76

家， 有
47

家规模以上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研发
机构，有上百家企业与国内

60

多家
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

在经济指标节节攀升的同时，

长沙县的决策者们没有忘记让老百
姓的“幸福指数”水涨船高。 他们坚
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突出和谐
发展，社会事业实现全面进步，确保
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数
据显示： 长沙县将每年新增财力的
70%

都用于发展民生。

2008

年全县
民生支出达

17.4

亿元。

近年来，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长沙县民生事业的“十个率先”：在
全省率先全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

税，率先建立动物免费免疫制度，率
先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率先实
施城乡特困户医疗救助制度， 率先
建立爱心助医制度， 率先开展农村
“安居工程”， 率先启动乡镇生活垃
圾处理工程， 率先启动农村低保制
度，率先实现公路建设“村村通”，率
先尽力由财政保证村干部误工补助
和运转经费。

长沙县人民也从自身福祉的改
善，感受到地方党委、政府春风般的
温暖：县里加强基层卫生建设，对全
县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
升级改造， 并为每个村新建了一个
村级卫生室； 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
度，全面消除了中小学

D

级危房，标
准化学校建设达标率达

74%

； 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完善和扩大养
老、失业、医疗、生育、工伤等社会保
险以及农村低保制度， 已基本建立
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险和救助体
系；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现了农民
全员参与。 积极开展了“助医”、“助
学”等慈善活动，其中“爱心助医”活
动一次性募集善款

1500

万元，已成
为农村合作医疗的有效补充； 率先
实施了面向农村特困家庭的“安居
工程”，按照每户

2

万元的标准帮助
特困无房、危房户新建住房。 努力扩
大社会就业。 在税费减免、 融资贷
款、 免费创业培训等方面出台了一
系列鼓励创业的支持政策， 在全县
营造了“全民创业”的良好氛围；努
力扩大就业，加强对下岗失业人员、

拆迁群众和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
训， 全县

70%

以上的拆迁劳动力实
现了就业。 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
同时，长沙县大手笔构筑了“三纵九
横“的城乡交通网络，形成了以县城
为中心，涵盖各乡镇的快速交通圈。

下篇：超越自我
多年来， 长沙县经济一直处于

高位快速发展状态， 她的任何创新
之举，都成为全省关注的焦点。 如何
超越自我， 实现新的腾飞， 摆在县
委、县政府一班人的面前，尤其是去
年下半年以来，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
持续蔓延和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的严峻形势，他们积极应对，开始在
五个方面寻求突破。

———突出引进战略投资者，努
力推进产业升级。 对因危机和自身
原因而陷入困境的企业，采取“腾笼
换鸟”的办法，淘汰落后产能，通过
兼并重组促进产业升级。 如伊莱克
斯长沙工厂今年初关闭后， 协调引
进了湖南华良（中意）电器公司对其
进行整体收购，目前已经开工生产，

预计今年产值可达
5

亿元， 达产产
值

10

亿元。 另一方面，积极抢抓当
前机遇， 引导园区企业实施“走出
去”和“请进来”战略。 今年元月，三
一重工在德国投资

1

亿欧元建设研
发中心及制造基地， 这是中国目前
在欧洲最大投资项目。 今年

5

月，长
丰汽车正式与广汽菲亚特签约，进
行战略合作，

5

年内投资达到
100

亿
元，形成

50

万辆轿车产能。 这个项
目达产后将新增工业产值超过

400

亿元，实现利税超过
50

亿元。

———突出重大项目建设， 努力
增强发展后劲。 年初，长沙县确定了
“三个十”（十大基础设施项目、十大
民生和社会事业项目、 十大产业发
展项目） 重大项目建设，

3

年计划总
投资

770

亿元，今年将完成投资
155

亿元，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40

亿元以上。 其中松雅湖建设项目，总
投资

40

亿元， 规划总面积
16.97

平
方公里， 成湖面积

6300

多亩，

7

月
21

日正式动工建设。 长永高速城市
商业区改造项目， 将长永高速公路
星沙段下沉部分进行分段覆盖改
造，形成用地范围约

22

万平方米的
带型长廊，以“生态、财富、时尚、艺
术、 创意” 为构思， 打造现代绿色
CBD

，提升城市中心品质，为城市商
业地产发展注入新活力。 同时，长株
潭烟草物流、航空新城、陕汽环通等
项目进展顺利。

———突出引导城市资本下乡，

努力创新新农村建设模式。 坚持用
城市化的理念建设农村， 用工业化
的办法发展农业， 全面吸引社会资
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向农村聚集，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他们在北部农
村规划了面积达

1150

平方公里的
国家现代农业创新长沙示范区，同
步启动了

100

个现代农业项目建
设， 为城市产业资本下乡提供平台
和通道。 今年重点打造了“圣毅园”

现代农庄、“板仓小镇” 等一批新农
村示范项目。 其中“圣毅园”项目总
投资

15

亿元， 规划流转土地
3.7

万
亩，现已完成投资

1.2

亿元，建设标
准化农田近万亩， 已成为全市农村
土地流转综合配套改革示范点。 “板
仓小镇” 项目是在杨开慧烈士的家
乡板仓， 建设一个具有湖湘文化特

色的与星沙县城和经开区互动的
专业卫星镇。 以此为载体，通过改
革户籍管理制度，吸引城市资本进
入，改善公共服务环境，推动农民
集中居住，破解新农村建设和小城
镇建设的瓶颈，努力在长沙市主城
区的远郊创造一个新农村建设的
样板，走出一条不依赖于城市扩张
而发展、可以复制和推广的新村建
设的新路子。

———突出激活城乡消费，努力
扩大内需。 今年来，为进一步扩大
内需，长沙县在全省率先推出发放
消费券、“汽车下乡”、“家电下乡”、

创人民满意县等新举措，加大惠民
力度，改善消费环境，城乡消费呈
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突出改革创新，努力激发
发展活力。 一是深化园区管理体制
改革。 将县域内七个乡镇工业园及
星沙工业配套基地逐步纳入经开
区管理体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统一产业布局，统一优惠政
策，统一环境治理，统一管理服务，

以此形成以经开区为核心，“七园”

为补充的“层次分明、产业互补、分
工协作”的管理模式。 二是创新城
市管理机制。 目前县城（经开区）所
在的星沙镇，在规模上已进入中等
城市行列，为适应城市未来发展需
要，今年长沙县对县区城市管理功
能进行整合，建立县、街道、社区三
级管理体制，有效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以适应星沙城市建设、管理、发
展的新形势、新要求。 三是创新人
才引进机制，打造“人才洼地”，积
极从全国引进各类党政、专业技术
人才，为长沙县经济发展储备雄厚
的人才资源。

就在人们为长沙县再夺“中部
第一县”欢欣鼓舞时，一个振奋人
心的消息传来： 长沙经开区荣膺
“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开发区”

中部第一名！ 加上不久前取得的
“中国五星级开发区” 第六名的骄
人成绩，近几年来，长沙经开区已
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 攻城拔寨，

夺得了数十个国家级荣誉。

放眼如今的长沙经开区，意气
勃发，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以工程
机械、汽车制造为主导，以电子信
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食
品饮料为补充、以现代物流为配套
的产业发展格局，去年，长沙经开
区已完成工业总产值

520

亿元，完
成税收

26.8

亿元， 规模工业年产
值占长沙市的

1/3

，实现进出口总
额占长沙市的

1/2

，已成为湖南省
对外开放、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力
军。

一个既没有突出区位优势，又
没有雄厚基础优势的内陆园区，为
何如此生机勃勃，活力四射？

筚 路 蓝 缕

1992

年，长沙县委、县政府作
出了“以开发区建设带动县治搬
迁，以县城建设促开发开放”的重
大决策。长沙经开区在长沙东郊星
沙的一片丘岗荒野上，打下了开发
建设的第一根桩。 此时的星沙，还
是一片荆棘丛生、交通闭塞的处女
地。但让人佩服的是，建区之初，园
区决策人就一直提出了“建区和建
城并重，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和
谐，人与自然相融”的理念，并一路
坚持下来。

17

年来，星沙从山野农
郊到星沙新城，从蝉鸣蛙叫到人声
鼎沸， 从人迹罕至到商气凝聚，一
批批建设者们在这块热土上流下
了辛勤的汗水。

建区之初，开发区聘请了湖南
大学规划设计院的专家学者精心
规划了面积为

20

平方公里的星沙
发展蓝图，制定了富有科学性的园
区发展总体规划，并按照“执法从
严”的规划管理制度，保障了开发
建设快速有序地推进。

1998

年和

2003

年，县委、经开区和县政府两
次对开发区和新县城总体规划进
行了修编， 规划面积由

20

平方公
里先后拓展到

38.6

平方公里，再
到

60

平方公里。

2007

年
12

月，国
家发改委正式批准长株潭城市群
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试
验区的核心区，县委、经开区和县
政府又提出了实施规划带动战略，

大手笔描绘
300

平方公里大蓝图。

建区
17

年来， 开发区已完成
基本建设总投资

242.2

亿元人民
币，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48.26

亿元，水、电、气、通讯都达到了十
分先进的供应和处理水平。园区已
营造了“供水好、排水畅、电力稳、

道路通、信息灵、收视佳、环境美、

服务优”的良好发展环境。

今天，漫步在这座城市，感觉
到的是城市大开大合，气吞万里的
豪迈布局：

80

米宽双向八车道的
主干道， 纵横交错的城市道路，面
积达

10

多万平方米的城市中心广
场，四季常绿、满目青翠的园区环
境，处处让你感受到一种扑鼻而来
的现代气息和开拓精神。

来到长沙经开区，最令人心动
的， 不仅仅是那传奇般的财富神
话，还有那一缕缕带着馨香的清新
空气。 近年来，长沙经开区严格按
照“两型”标准，严把项目引进关，

将“发展为要、环保为先”的理念贯
穿始终，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政
策，对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和“三
同时”执行率均达

100%

。 “既要
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种发
展理念使长沙经开区在促进环境
与经济发展上较好地做到了“鱼”

与“熊掌”的兼得。

龙 腾 虎 啸

打开长沙经开区的产业布局
版图，可以看到，汽车制造、工程机
械产业占据的比例达

85%

。长沙经
开区正在这两大主导产业基础上，

整合优势
,

完善产业链条
,

扩大产业
规模

,

制定产业规划
,

致力于把开发
区打造成为“世界工程机械之都”

和“湖南汽车产业走廊”。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长沙县乡镇企业制造农用运输
车全国有名，高峰时期农用运输车
制造企业不下

200

家。正是凭着这
个雄厚的“家底”，长沙经开区通
过不断创新机制，一步步实现了自
己的“汽车产业梦”。

1999

年
5

月
7

日， 北汽福田
长沙汽车厂进驻长沙经开区，这是
福田汽车集团在南方设立的一个
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经
营的事业部。长沙经开区推出了一
个‘属地战略供应商培育工程’，让
福田当‘首席指挥’，园区做‘保姆
式’的‘配角’，旨在区域内加强产
业分工、拉长产业链条。”经过调整
产业思路，整合产业资源，围绕福
田汽车厂，开发区逐步形成了以车
身、车架、变速箱、板簧、内饰件等
主要零部件的产业集群，发展配套
厂家

110

家， 属地配套额突破
13

亿元。

在开发区不断规划和培育下，

园区内聚集了一批初具规模的汽
车专业大市场和现代物流园，大大
完善了集开发、制造、营销、服务、

物流于一体的完整的汽车产业链。

开发区西侧占地近
4000

亩的中南
汽车世界、星沙汽配城，已有

58

家
汽车制造企业、

118

个汽车品牌、

17

家
4S

专卖店、

868

家汽车配件
经销商进驻， 国际品牌也纷纷加
盟。

面对危机，长沙经开区通过强
抓全球汽车结构调整的机遇，以商
招商，以优质的服务推进汽车产业
结构调整，使园区成为众多汽车厂
家争先投资的宝地。 、

去年， 众泰集团年产
10

万辆
轿车项目落户长沙经开区， 今年，

陕汽集团年产
2.5

万辆重卡也拉
开了建设序幕。今年

5

月
21

日，长
丰集团将其持有的长丰汽车

29%

的股份转让给广汽集团， 打响了
2009

年国内汽车企业重组的第一
枪。 随着广汽菲亚特项目的入驻，

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25

万台轿车，

年销售收入过
300

亿元的规模。该
项目的落户，标志着开发区汽车产
业的发展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目前， 全区云集了
21

家汽车
生产骨干企业， 整车生产能力近
70

万辆，产量占全市的
97.2％

。 开
发区及周边共有汽车及零部件制
造企业

120

多家，形成了一条从零
部件到整车生产的产业链，一条布
局完整、配套完善的“湖南汽车产
业走廊”呼之欲出。

依托长沙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强大的科研技术支撑，长沙经开区

以灵活自由的体制和产业环境在
机械制造也创造一个个“产业神
话”。

走进长沙经开区，在这个不到
20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

如今已云集
了如三一重工、中联浦沅、山河智
能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工程机
械企业，配套企业

30

余家，构成了
以混凝土输送泵、 隧道岩石挖掘
机、静力压桩机、起重提升机等产
品群的工程机械制造产业集群。

2007

年底， 长沙经开区的中
联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能三家
工程机械类上市公司总市值一举
突破

1000

亿元大关， 超过国内其
他工程类上市公司市值总和。 在
2008

全球工程机械
50

强排行榜
中， 中联集团和三一集团双双上
榜，中联集团排名第

19

位，三一集
团跻身第

20

位。近年来，园区重点
工程机械制造巨头纷纷走出了一
条自主品牌创新之路， 中联重科、

三一重工、山河智能三家企业联手
发动了一场挡洋品牌于国门之外
的民族工业保卫战，目前“三巨头”

的产品已占据国内市场的
80%

，并
在国际市场上与洋品牌同台竞技！

目前，长沙开发区正在现有产业基
础上，整合优势

,

完善产业链条
,

扩
大产业规模

,

完善产业规划
,

致力于
把长沙经开区打造成为“世界工程
机械之都”。

如 沐 春 风

2008

年
4

月， 长沙经开区提
出在园区建立企业生产“宁静日”

制度，即在区内企业中试行每月
1

日至
20

日为“宁静日”，拒绝针对
园区企业的一般性行政执法检查
（公安、 环保部门办案等特殊情况
除外）和参观等，为企业一心一意
搞好生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宁静日”制度一经推出，一石
激起千重浪， 质疑声如潮水般涌
来。 面对质疑，长沙经开区人没有
因此退缩或者辩解，而是以扎扎实
实的行动，贴心近情的管理，向世
人宣告着这一管理理念的崭新跨
越。 有这样一组数据：实施“宁静
日”至今，企业对园区投资软环境
的总体满意率提高到了

81.3%

，与
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

6%

， 没有
发生一起企业违法乱纪案件。

像这样大胆的服务举措又何
止是一个“宁静日”的设立，长沙经
开区今年更是高起点， 全力打造
“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环境最好”

的“三最”品牌，着力实现“企业满
意、群众满意、基层满意、上级机关
满意”四个满意的目标，通过再造
工作流程， 全面提升行政审批效
率。通过严格执行“三首一宁”制度
（即首问责任制，首日必办制、首犯
不罚制、企业“宁静日”制度），全力
打造以“全程代办制”、“串联审批
制”、“限时办结制”、“超时默认制”

等为主要内容的政务服务“星沙品
牌”。长沙经开区，就这样在与一家
家世界和本土企业的亲密接触中
塑造自己，迸发的是赶超一流的服
务激情与效率责任。

长沙经开区公开向企业承诺
的：“围墙内的事由企业负责，管委
会不干涉；围墙外的事由管委会负
责，企业不操心”早在几年前，就已
深入人心，深受好评。

“绿色通道”不是“走后门”。这
条由长沙经开区管委会特别为企
业开辟的办事“绿色通道”，不仅预
示着政府服务理念的伟大变革，更
彻底地打破了政府机关高高在上
的习惯姿态和滞后思维。

通过建立健全投资项目审批
“绿色通道”制度，对在区内投资兴
业、生产经营的企业，坚持对口联
系制度，明确专人全程负责，跟踪
服务，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在项目报
批、办证、审批和建设等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 能够代办的审批事项，

由管委会安排工作人员全程代办，

做到企业办事不出门，避免了企业
处处跑腿求人办事之难，深受企业
好评。

特别是近几年来，区县突破常
规，创新方式，在土地征用、拆迁补
偿、政策扶持、配套服务上做了扎
实有效的工作， 通过以商招商，全
力引进大项目。为支持长丰集团引
进战略投资者，在用地上长沙经开
区及早行动，采取预留地块、拆迁
优先和特事特办的工作方式，使得
广汽菲亚特项目落户星沙。如广汽
集团谈判时， 先天晚上

11

点钟提
出了一系列要求，经开区立即组织
相关部门及人员进行研究，在次日
上午

11

点前就所提问题予以详细
答复， 十二小时的高效率服务，赢
得了广汽集团的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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