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晟壹城商业街，既
是购物“网红”地，也是一
道别致风景线。

鳞 次 栉
比的高楼，是

川河苑农民安
置小区。不久的

将来，数万名村民
将在高铁新城片区

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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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新项目、好项目的支撑，增长稳
不了、结构调不了、后劲强不了。在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下，雨花区抢抓
机遇，化危为机。

“把项目建设作为片区高质量发展的
突破口！”雨花区委、区政府发出了项目建
设的动员令。

今年以来，即便受到疫情影响，高铁新
城片区也没有放松拆迁腾地的步伐。通过
电话沟通商谈、短信通知搬迁、实地踏勘督
促等措施，推动高铁新城片区征拆工作有
序展开。2月28日，伴随着挖土机的阵阵
轰鸣声，片区5号地年前签约的3栋房屋顺
利拆除。今年，雨花区组建了500人的征
拆团队，全力攻坚，力争完成片区内的45
个征拆项目、3293亩土地征拆清零，同时加
快土地平整、结算交地等工作。

为了提速、提效、提质项目建设，高铁
新城片区实行倒排时间，倒逼项目，一月
一月地抓，一旬一旬地抓，一天一天地
抓。对25个续建项目全面梳理，未复工的
督促抓紧复工，已复工的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抢抓建设进度；对19个新建项目，未
明确施工单位的，督促投资方尽快明确施
工单位，按合同推进项目启动，对因其他
原因耽误施工进场的，安排专人，全面协
调各方促开工。

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困难怎么解
决？片区指挥部研究制定《高铁新城片区
重大项目问题清单表》，充分发挥项目问
题收集处理机制作用，对影响项目建设进
度的问题进行全面协调。今年以来，通过
理清实情、明确主体、压实责任，及时处理
了浏阳河风光带三个标段开工、合丰路渣
土清运、粟塘路、黎托北路信访投诉等问
题，推动项目顺利建设。绿地长沙城际空
间站、吾悦广场二期、恒大国际广场……
一个个已经建成投产或在建产业项目，正
在储备潜能，集聚后劲，高铁新城片区正
在厚植优势、厚积薄发。

而伴随着一个个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民生项目陆续落实，高铁新城温情幸
福的画卷徐徐展开。

大型塔吊挥动巨臂，工程车往来穿
梭，高铁新城片区黎托生态公园项目工
地上，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扑面而来。

“公园将打造城市阳台区、儿童游乐区、
下沉花园区、艺术体验区、林荫休闲区、
生态体验区六大板块，并设部分地上建
筑和地下停车场。”预计今年底即可完成
公园主体建设。

据了解，长沙市雨花区高铁新城片区
今年将续建、新建基础设施类项目18个、
公益类项目9个。项目建成后，百姓既可

以驱车领略浏阳河风光
带、高铁沿线绿化带、京港
澳高速东辅道绿化带，也可以
在黎托生态公园、长托公园休闲娱
乐。

抓项目，最终落脚点在于让人民群众
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高铁新城片区
七里小学，平整室外操场、完善校园排水、
增添绿化景观，200 余名工人加紧赶工。
该项目规划为48班六年制完全小学，今
年秋季，片区适龄儿童将可以就近入读
这所高品质小学。

当前，雨花区正在推进花侯路过
浏阳河桥项目开工建设，确保片区与
雨花主城区、会展片区高度融合和无
缝对接；年内还将完成黎托南路、合丰
路、5号路、粟塘路、黎托北路项目建设，
实现 15 号路、16 号路、潭白南路基本拉
通。结合火车南站智慧站区建设，不断优
化出行环境，旅客获得感不断增强。

在项目建设中实现转型创新发展，在
项目建设中促改革、惠民生。雨花区高铁
新城片区发展快马加鞭。今年雨花区高
铁新城片区将铺排建设项目44个，其中长
沙市重大项目 28 个，预计完成固定投资
110亿元，与2019年相比固定投资额将实
现翻番。

——长沙市雨花区加快推进高铁新城走笔长沙市雨花区加快推进高铁新城走笔

欧阳倩

2009年12月26日，我省第一列高铁从长沙南站启程，

拉开长沙东南大门新一轮开放崛起序章。

十余载春秋，匠心独运丹青手，万里山河绘蓝图。一个

又一个发展机遇涌向这片热土，高铁新城拔地而起。

2017年5月，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到高铁新城片区调研，

提出建设以人为本的立体交通系统、安全舒适连续的城市

慢行系统、“会呼吸”的城市系统、综合管廊系统、会展产业

系统的五大系统，“五大理念先行区、开放崛起新高地、品质

长沙新标杆”，成为高铁新城的独有标签。

3年来，长沙市委、市政府，雨花区委、区政府牢记嘱托，

一次次领会精神的会议，一项项落实指示的部署，一场场瞄

准高质量发展的深度变革，在这里酝酿生发、拔节生长。

今年1月，长沙市委、市政府决定，将高铁会展新城按

照属地原则进行开发建设，雨花区肩负起加快推进高铁片

区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

闻令即动，勇挑重担。1月13日，雨花区出台《2020年

高铁新城片区全面攻坚十大行动实施方案》，吹响了片区发

展集结号，围绕理念彰显、征拆冲刺、建设提速、项目引领、

产业聚焦、交通畅达、环境整治、服务优化、形象提升、管理

升级十个方面，一天数着一天干，一月一月扎实办，一季更

比一季快，一年争取大变化，着力推动高铁新城片区建设大

提速、大提质、大提标。

坐拥高铁资源，承载城市发展希冀，
这样的高铁枢纽区域并不少。然而，并
非每一座高铁城都能成功“爬坡过坎”，
有些甚至尚未绽放光彩就已经面临窘
境。

过度房地产化是饱受诟病的一个问
题，事实证明也并非一个区域发展的长
远之策。长沙高铁新城开发之初，便保
持开放创新的姿态，雨花区提出“片区核
心区70%以上的土地必须用来发展现代
服务业”，这一理念在雨花区项目引进中
被奉为圭臬。

雨花区高规格成立高铁新城片区开
发建设指挥部，从区“四大家”抽调了县
级领导，组建了开发建设领导机构。同
时，从全区各职能部门，黎托、东山街道，
火车南站综管办等，抽调精兵强将到指
挥部参与工作。

紧扣省市定下的发展目标，雨花区
重点打造三大功能区：依托高铁枢纽综
合发展轴，建设高端商务区；依托潭阳洲
人文生态资源，构建生态文旅区；依托浏
阳河生态风光带，打造品质生活区。

立足三大功能区，雨花区制定产业
链招商“地图”，编制重大产业招商引资
信息库、客商库、项目库，选聘一批“招商
顾问”等，重点为高铁片区引进产业链、

价值链上的高端项目。
今年疫情期间，高铁新城片区招商

引资工作从未断档，通过创新招商方式，
采取线上宣传推介、线上洽谈对接、线上
办公等形式，招大引强，一批优质项目纷
至沓来。

——文创产业马力十足。2 月 26
日，随着长沙市2020年的001号拍卖地
块成功拍出，不久的将来，一处规划占地
面积182亩、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集

影视演艺、科技金融等为一体的“浏阳河
国际文化科技产业中心”将在此崛起，为
雨花再添“国际范、文创芯”。

——高端商贸添新地标。3月
27 日，雨花区城建投、长沙市
武广公司、绿地集团湖南事
业部三方签署项目战略
合作协议。三方将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资源配
置，在长沙高铁新城

片区打造“七位一体”的城市产业综合体
“长沙之门”。不久的将来，一座集超高
层甲级总部办公、五星级酒店、摩天观光
地标、科创中心、旅游集散、风情商业、生
态住宅“七位一体”的城市产业综合体将
进一步擦亮高铁新城窗口形象，为雨花
区注入强劲发展动能。

——酒店产业集群效应初显。4月
23日，高铁新城片区的核心项目绿地长
沙城际空间站，举行首批品牌签约入驻
仪式。6家星级酒店正式集体入驻高铁
新城片区，同时签约的还有高端办公、购
物中心、娱乐休闲等配套项目。其中，绿
地铂瑞酒店为高铁新城片区第一家入驻
五星级酒店，总面积达到3.89万平方米，
拟投资 4 亿元，集住宿、餐饮、商务、休
闲、娱乐元素为一体。

抓招商，还要抓培育。从洽谈、签
约、论证、审批到开工，雨花区始终大力
推行钉钉子精神，对招商落地项目耐心
接洽、细心呵护。“三类500强”被他们请
来了，资本大鳄被他们请来了，一批批行
业巨头被他们请来了……千帆竞发的态

势，为高铁新城片区插上
腾飞翅膀！

在产业气象初步显现后，摆
在雨花区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
要给来长沙发展的客商、给生活
于斯的居民，建设一个怎样的片
区？

品质，是雨花区决策者的回
答。

简单的一问一答，其实凝聚
着雨花区诸多战略思考和判断：

——高铁新城片区位于长沙
东大门，是长沙向世界展现湖南
的窗口，有着高铁、航空、城际铁
路、地铁、磁浮、高速公路的“六位
一体”的交通优势。可以说，高铁
片区是我省重要城市会客厅，片
区品质高低直接关系客商对湖南
投资环境的判断。

——高铁新城片区地处长沙
郊区，曾几何时，房屋低矮、密集，
道路狭窄，基础设施老化，绿化杂
乱。建设一个宜居宜业的品质片
区，是群众长久以来的美好愿景。

4 月 23 日，一场关于片区城
市管理工作的推进会如期召开。

“增强打持久战、建立长效机
制的意识，抓重点、攻难点、建亮
点、通节点，让提质后的片区环境
经得起细看、经得起群众检验，形
成共建共享、联防联管大格局。”
雨花区决策者如是说。

战役在“三大战场”同步打
响：在地块规范管理上实行建管
同步，确保建设系统化、移交管理
机制顺畅化；在示范道路整治上
按照“先主干道、后次干道、再背
街小巷”安排，力争在一年内迅速
补足片区城市管理的短板；在渣
土管控上进一步完善日常巡查、
排查机制，建设渣土施工工地、消
纳场视频监管系统。

拆除违章建筑、违章广告，取
缔扰民马路市场，查处占道经营，
整治高铁站周边“喊客拉客”……
高铁片区城市管理一派热火朝天
景象！

对于片区城市管理的考核，

雨花区由过去“以问题为导向”转
变为“以品质为导向”。也就是
说，对片区城市管理的考核不仅
仅是看干没干、有没有找出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看干没干好、老百
姓满意不满意。

政府在作为，市民也纷纷参
与。依托雨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和谐号”高铁志愿服务联
盟等载体和组织，不少志愿者戴
上红袖章走街串巷，他们发起义
务巡逻、文明劝导、保洁护河等志
愿活动。看着家门口的花侯路一
天天变美，市民张军由衷地说：

“高铁南站周边环境的变化，做到
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必须点
赞！”

勾勒出新城品质后，片区还
将探索“慢行品牌与旅游品牌”的
共建与融合，实现生态游、商务
游、商业购物游、红色教育游等多
形式慢行旅游品牌推广。

全国各地来的游客打“铁的”
来长沙，走出高铁长沙南站，可前
往石燕湖风景区，观赏“人间瑶
池，湖南九寨”的秀丽风光；可漫
步在圭塘河畔，在波光粼粼、微风
拂面的光景里享受悠然自得的惬
意时光；可沿湘府路往西，到雨花
汇艺中心音乐厅，徜徉于湖南交
响乐团奏响的天籁之声；可来湖
南雨花非遗馆，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蕴涵的深远魅力；还可上喜盈
门范城、德思勤城市广场等城市
综合体，体验吃喝玩乐购带来的
轻松愉悦；还可泡在24小时图书
馆里，在知识的海洋中漫游……

婉转的浏阳河与清秀的圭塘
河的相逢，冲击着雨花这片热土，
也孕育着雨花区包容开放的基
因，绘就着财富、品质、幸福雨花
的气质。

雨花高铁新城片区，正以开
放的姿态、进取的雄心、坚定的步
伐，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力
前行！

品 质 之 塑——
立标杆、树形象，在精雕细琢中精彩蝶变

建 设 之 态——
以提速、提效、提质为内涵，持续掀起项目建设热潮

业 态 之 择——
找准坐标、深耕细作，加速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

以“自然与人文、艺术与
科技、社交与体验”为内核，吾
悦广场引领时尚潮流。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范远志摄）

即将竣工的七里小学，今年秋季将迎来首批学生。

蹈厉涛头蹈厉涛头蹈厉涛头蹈厉涛头

绿地长沙城际空间站，举行首批品牌签约入驻仪式，长沙
崛起高端酒店产业集群。 李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