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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眼下人们关于城市未来的讨论越
来越多，而笔者对两场十数年前的著名
讨论印象深刻。一场在2002年，“深圳，
你被谁抛弃？”一场在2008年，“上海为
什么出不了马云？”如今，这两场大讨论
似乎都得到了阶段性的解答。

上海不仅诞生了拼多多、B站等一
大批新兴互联网公司，在金融科技、人
工智能和芯片等赛道上也诞生了许多
头部公司。深圳也没有被抛弃，反而随
着腾讯、华为、大疆、中兴等公司的崛

起，在全球科技竞逐中成为中坚力量。
为什么上海、深圳两座城市能在新

经济浪潮中迅速崛起？可以肯定地说，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才。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
宝贵的。”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
产》一文中如是强调。我国改革开放的
基本经验，就是解放生产力特别是人的
生产力。上海和深圳最重要的资源就是
人。不得不承认，这两座城市有着巨大
的人才基数，也能以发展机会和发挥空
间吸引人，并能让人在兼容并包的环境
中安居乐业。

抢占城市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关键
仍在人才。最近与一位人工智能领域的
创业者聊天，他也反复提及人才的重要
性，并用了三个层次进行论述。一者，在
产业发展战略、创新突破方向的选择
上，具备国际视野的领军人物更能准确
地把握和拓展边界，领军人物对人工智
能技术和商业的未来判断不可替代；二
者，聚集交叉学科顶级人才的团队，往
往具备更全面的技术视野及突破性的
创新能力，是带动人工智能技术飞跃的
关键因素；三者，具备进取、坚韧、团结
等特质的团队能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

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在产业升级换代过
程中扮演基础性角色。第四次工业革命
正呼啸而来，只有前瞻布局、广招天下
英才，才能在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集聚人才，长沙同样不逊色。连续
三年，长沙人才净流入率均排名全国前
三。宜居宜业宜游，成为了长沙引才的

“杀手锏”。宜居，毕业生可以通过几年
的努力付得起首付、买得起房，教育、医
疗等资源丰富；宜业，有创新创业的好
政策，有 800 万人口的市场作支撑，成
功率亮眼；宜游，300 米见绿、500 米见
园，生态治愈身心。

疫情之下，全国各地人才大战再次
打响。历经多年的人才“争夺战”，大家
都已经心知肚明，集聚人才归根结底还
是要靠城市吸引力，靠体制机制创新、
政策创新、科技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创
新。惟其如此，才能激发人才的发展活
力和增长能力。

勇闯新路引人才。即将开幕的2020
年互联网岳麓峰会，既是为互联网产业
强链补链延链的大平台，同时也是吸引
更多人才来湖南就业创业的大舞台。湖
湘英才集聚，助力湖南走出一条质量更
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新路。

关育兵

日前，全国电子版无偿献
血证正式上线运行，全国 452
家血站的信息实现互联互通。
全国各地无偿献血者可通过网
络一键查看本人的电子无偿献
血证和全国无偿献血量。通过

“数字化”管理，保障献血者们
的权益，无疑会带来更多便捷
与激励。

通过献血传递爱心，拯救
生命，无数热心人士为此伸出
有爱的臂膀。数据显示，我国无
偿献血人、次数和采血量已实
现22年连续增长，无偿献血人、
次数和采集量位居全球前列。
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广大无偿献血者为爱逆行，
用热血架起了生命的桥梁。

社会不会亏待奉献者。根据
相关规定，献血者本人和近亲属
可依法享有减免用血费用的权
利。但是，纸质献血本在使用过
程中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不易
保存，纸质献血本丢失的情况时有发生，献
血者如果想要查看自己的献血时间、献血
量等相关记录，只能通过咨询血站工作人
员查询相关信息，有时还需补办。

纸质献血本带来的体验不佳，献血权
益的享受也大打折扣。若献血证忘带或丢
失，献血信息难以查验，就难以立即享受用
血优惠和报销献血费用。尤其是当需要异
地用血时，由于信息渠道未打通，需拿凭证
回本地报销，更是增加了民众的奔波成本。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如今
通过相关平台，献血证可以一键查看个人
献血记录、献血量和电子献血证等信息，还
能与志愿服务、爱心捐赠、捐步、种树等公
益行为一样，享受一系列公益权益。这既是
便民之举，也有利于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

此次启用全国统一的电子无偿献血
证，不仅将为献血者提供更多“数字化”的
献血服务体验，更打破了献血者获取相应
福利的地域藩篱，能够将献血优惠政策不
折不扣地兑现给献血者，是对他们的爱心
和尊重，也有助于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无偿
献血队伍中来。

鱼予

农家书屋书香满溢、文化舞台热闹
非凡、垃圾分类进村入户……日前，中
宣部启动“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大型
主题采访报道活动，来自田间地头的鲜
活场景，不仅让广大读者看到了越来越
美的乡村人居环境，更感受到文明新风
扑面而来。

“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求治之道，
莫先于正风俗。”文明乡风，不仅是乡
村振兴战略中的关键因素，也是打赢
精准脱贫攻坚战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要抓手。乡村美不美，事关广
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事关全面小
康的底色和成色，是一道关乎发展的
时代命题。

文明乡风建设，群众是主体。乡村
“治理有效”，需要充分尊重乡村本位和
农民主体地位。以健全完善村规民约为
主要载体，发挥村民自治作用，有效提
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才能提升农民素
质和乡风文明程度，从而凝聚人心、振
奋精神、生发激情，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大的精神动力。

移风易俗殊为不易，既无法一蹴

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文明新风建
设过程中，必须针对重点突出的问题，
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引导提
高广大农民的主人翁意识，自觉遵守
乡规民约，提高农民对社会公共事务
的积极参与。同时，围绕群众求知求
技、求富求乐、求医求安、求公平公正
等期盼，用好各种传统文化资源，着力
塑造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进而形
成良好的村风民俗，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大的精神动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广大
党员干部应躬身践行，从自己做起，动
员亲朋好友，做移风易俗的先行者、先
倡者。对于农民群众关心的各类问题，
要搞清楚、讲明白，用群众乐于接受的
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群众增
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在乡村形成
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好风尚。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既要“面子”美，又要“里子”实。精神文
化生活丰富多彩，致富路上才更有奔
头。弘扬移风易俗好风尚，筑牢乡村文
化供给端，就能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
振兴的真正主体，阔步走在乡村振兴
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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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随着互
联网技术在基层工作中应用越来
越多，诸如一些理论学习“云平台”
等工具极大提升了干部的理论素
养。但有些省市各级各部门纷纷开

发自己系统内的 APP，内容雷同，
却都要打卡留痕，智慧办公无形中
增加了干部的“云压力”。

工作留痕，本来是反对形式主
义、强化工作落实的督导举措。但

目前一些地方过分讲究和要求“痕
迹”，就导致了新的形式主义。反对
形式主义，既要彻底清除旧的形式
主义，也要坚决防止新的形式主
义。 文/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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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长沙甲级写字楼年均供应量活跃在 40 万
平方米左右。老楼宇如何换代升级寻求突破，新
楼宇选择何种业态异军突起？这是长沙楼宇面
临的新问题。

在楼宇密度最高的芙蓉区，重点楼宇中有
31栋建成期超过10年，交通拥堵、停车困难、配
套落后都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且本世纪初
成长的一批商务楼宇多采用“开发-销售-租
赁”模式，产权过于分散，难以形成整体运营和
统一招商，导致大量“小、散、弱”企业零星入驻，
产业聚集度低。

我国知名楼宇经济专家夏效鸿在其撰写的
《中国楼宇经济发展报告（2018）》中，针对新旧
楼宇问题，提出了“创新为要、生态为先、以人为
本、人才为大、场景为重、存量为先”的 6 大路
径。

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这也是长沙
楼宇应走的路径。

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 2017 年开始，
长沙采取措施，精描细画，升级软件、优化环境、
提质服务，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
会效益、人文效益、生态效益，努力推动楼宇经
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芙蓉区加强顶层设计，对位于黄金地段的
一批“昔日之星”楼宇进行升级再造。1998年建
成的银华大厦曾是长沙市十佳建筑，但多年过
去，许多硬、软件落后了，出现租客退租现象。
2017 年，银华大厦对楼内进行了提质，周边还
配建了停车场，不到半年便被抢租一空，租金上
涨了30%。

开福区在新湖南大厦、华创国际广场、富
兴世界金融中心等 10 栋主要楼宇，建立了

“政企服务站”，为入驻企业提供从其创建到
注销的“全生命周期”贴心服务，办事办证、宣
传策划、法律税务、招工培训……企业各种诉
求都能得到“一站式”处理。著名餐饮品牌岭
南小生区域负责人曾小枚说：“我们在长沙开
的两家门店都选址高档楼宇，分别是新湖南
大厦和华菱大厦。从选址到开张，最快仅用一
个多月，办事、办证、办税等服务都方便快捷。
尤其是入驻新湖南大厦以来，凭借这里优越
的地理位置和优质的服务，翻台率持续增
长。”

为进一步提升楼宇经济品质，今年在“长沙
软件再出发”大背景下，长沙楼宇把橄榄枝伸向
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医疗、信息技术等新兴行
业，将其作为楼宇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突破口。屹
立在梅溪湖畔的金茂双子座租赁单位62家，其
中500强企业8家、上市公司7家、独角兽企业
2家、行业百强企业9家，以华为鲲鹏、腾讯云、
北明软件等领衔的优质企业占租赁总面积的
76%。

虽受疫情影响，长沙楼宇招商却捷报频传。
今年头 5 个月，雨花区已注册成立软件和信息
服务企业525家，楼宇去化面积11.6万平方米。
岳麓区22栋重点楼宇新入驻企业392家，其中
软件信息类企业115家。截至5月15日，天心区
今年新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注册企业364 家，
其中软件企业新增承载空间面积8.8万平方米，
新增企业人员2704人。

心中有楼、政策进楼、服务上楼、企业满楼。
长沙楼宇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推动省会向“现代
服务型”城市大步迈进。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张颐佳

近日，2020年长沙市开福区专业
特色楼宇授牌仪式举行，新湖南大厦
等12幢高品质楼宇分别获得“文化创
意专业楼宇”“总部经济特色楼宇”等
牌匾。

楼宇经济是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
经济业态，其集约型、高密度的特点，
使其成为城市培育税源、发展现代服
务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载体。

省会长沙以占全省5.6%的土地，
创造了湖南30%的GDP和财政收入，
这与长沙楼宇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楼宇拔节生长，
带来现代都市繁华

有一句形象描述老长沙城的话：
“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即从长沙
南门步行到北门，只有7.3华里。

经过多年建设发展，长沙城市面
积不仅从1949年6.7平方公里增加到
2018 年 567.32 平方公里，扩容 83.7
倍，最高建筑物也从百年前12米高的
湘雅红楼变为了 452 米高的国金中
心，高度增加36.6倍。

高楼大厦是现代都市繁华的象
征，每一代长沙人心中都有一幢标志
性建筑。从上世纪60年代巍峨的湖南
宾馆、70年代“火焰熊熊”的火车站钟
楼、80 年代“展翅高飞”的蝴蝶大厦、
90年代首破百米的中山大厦，到2004
年，电信枢纽大厦在城东荷花园拔地
而起，以 218 米高度摘得“三湘第一
楼”美誉。

从低到高，从分散到集中。进入新
世纪，长沙楼宇如雨后春笋般拔节生
长，从“一枝独秀”到“春色满园”，呈现
多元化、品质化发展特征。

2007年，位于芙蓉中路的运达国
际广场落成，俊朗挺拔的双子座一时
独领风骚，成为长沙写字楼的标杆。
2013 年，开福万达广场楼群临江而
立，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成为当时
全省最大的城市综合体。2017年9月，
芙蓉中路华创国际广场开门迎客，300
米高度打破了全省保持 13 年的“2 字
头”纪录。而从“3 字头”到“4 字头”仅
用了8个月，2018年5月，位于五一商
圈的九龙仓国际金融中心开业，95层
452 米高楼跻身全国前十，成为湖南
乃至整个中部地区的地标。

从关注硬件、地段、租金转向重视
软件、环境和服务，长沙楼宇规模、数
量、效益均呈几何级增长。据去年摸底
调查，长沙共有各类商务楼宇748栋，
主要分布在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
花 5 区。其中密度最高的是老城区芙
蓉区，共有各类商务楼宇222栋，占全
市总量 30%。开福区的增长速度名列
前茅，截至今年3月，该区建筑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商务楼宇有 154
栋，总面积616.32万平方米，比6年前
翻了近一番。

随着长沙高楼大厦成片涌现，“向空
间要效益，打造立起来的开发区”，成为
长沙导入产业、聚集人气、提升城市竞争
力的重要抓手。

为深度挖掘楼宇潜力，打造一批楼
宇经济“样板区”，2016 年，雨花区率先
举行现代服务业示范楼宇授牌，德思勤
城市广场、六都国际综合楼等 6 栋楼宇
脱颖而出。2017 年，开福区邀请戴德梁
行对全区商务楼宇进行专业星级评级，
华尔街中心、绿地中心等 6 个项目 12 栋
楼宇被评为首批甲级商务写字楼。

同时，长沙加快促进商务楼宇精品
化、专业化、国际化，去年接连下发了《关
于提升服务业发展规模与质量的若干措
施》《长沙市楼宇经济发展评价体系（试
行）》等系列文件，借鉴成都、上海、深圳
等地楼宇评比经验，在全市开展特色楼
宇、重点楼宇评定，并明确了发展潜力、
经济效益、服务配套3大方面21项具体
指标。

错位发展、特色发展、避免同质化竞
争，成为长沙楼宇发展“共识”。

天心区有税收过亿元的楼宇15栋，
居长沙市第一。按照“一楼一特，一楼一
策”思路，该区对楼宇面积、配套设施、入
驻企业等信息建立了动态数据库，一批

专业型楼宇声名鹊起。在天心创谷，聚集
文化广告传媒、创意设计、动漫及音频类
企业 280 余家。鑫远鑫悦汇大楼主打人
力资源特色产业，去年产值突破25亿元，
成功申报为国家级人力资源产业园。地
信大厦聚集地理信息企业132家，去年实
现产值21亿元。

眺望长沙河西，矗立着以湖南金融
中心为名片的滨江金融板块，以总部经
济为引领的洋湖生态新城，以岳麓山国
家大学科技城为主题的科创经济楼宇集

聚区，以高端商贸业为亮点的金星路市
府板块楼宇集群……这些立起来的“空
中开发区”，独具特色，各领风骚。

如今，楼宇经济已成为长沙中心城
区的经济支柱。芙蓉区98栋重点楼宇入
驻企业6100余家，对全区税收贡献率超
过60%。开福区楼宇经济税收2015年首
破40亿元，2017年增长至65.9亿元，占
全区税收52.4%。

据统计，长沙市去年税收过亿元楼
宇共有45栋。

向空间要效益，打造立起来的开发区

6月 5日，
新湖南大厦，
嘉宾启动“开
福区楼宇政企
服务站”。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2019年7月24日，新湖南大厦。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各
类
商
务
楼
宇748

栋
，税
收
过
亿
元
楼
宇45

栋—
—

长
沙
崛
起
﹃
空
中
开
发
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