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统筹盘活存量资金、资产、资源是
化解政府债务、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持续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2019 年全市
将盘活“三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

开福区上半年盘活“三资”收入共
13.75 亿元，其中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收入
7.31 亿元，直接盘活闲置资金 5.83 亿元，
盘活闲置资产收入 0.61 亿元。沙坪秀坊
街项目即将实现整体转让。高岭商贸城引
进市场主体 66 家，去化面积 10.4 万平方
米。全区商务商业楼宇共去化 18.6 万方
平米，增长177.6%。全市“三资”盘活现场
会在开福召开。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开福区委副书
记、区长谢伟峰说，高质量的财税是民生保
障的基础。上半年开福区完成全口径税收
57.3亿元，在税收略有下滑的情况下，全力
保障民生支出，今年前6个月，开福区民生
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86.35%。

疫 情 期 间 ，全 区 除 全 力 保 障 辖 区
10156名低保、特困、孤残等城市困难群体
外，对“一老一小”及因灾、因病、因疫情导
致的生活困难群体实施特殊关爱，各级组
织简化程序、加快速度救助190余人，及时
发放资金 132万元。2019年至今，开福区
累计帮扶困难群众7746人，发放帮扶资金
2746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加强救助
的同时，开福区民政局、医保局、人社局以
政府代买社会保险的形式，帮助低保户和
低收入群体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区人社局全面加强困难群体的劳动技
能培训，今年以来，已成功举办物业管理
班、西点培训班、育婴培训班、美容美发班
等各类培训班52期，2464人因此获益。

同时，开福区还积极鼓励辖区有条件
的规模企业成立职工培训中心，如今，老百
姓大药房的企业职工培训中心、德邦物流
企业职工培训中心等均已获得审批认证。

肩扛万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任。
开福在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

同时，不忘担当开福责任，携手邵阳市城步
苗族自治县、湘西州龙山县内溪乡、茨岩塘
镇共赴小康。截至目前，城步已累计脱贫
14320 户 56040 人，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
25.72%下降为 0.73%，87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内溪乡累计脱贫1228户5086人，贫困
发生率由原来的 36.12%下降为 0.99%，茨
岩塘镇累计脱贫813户3170人，贫困发生
率由原来的 15.4%下降为 0.7%。城步和
龙山均成功实现脱贫摘帽。

滚石上山 逆流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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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危难 忠诚担当，勇当抗疫最美逆行者
1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长沙市首例

输入性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呈送这份检验样本的
就是开福区疾控中心。

作为医疗资源大区，省疾控中心、湘雅医院、
长沙市一医院等均坐落于此，面对来势汹汹的新
冠肺炎疫情，1月 23日，开福区最早建立了以党
委政府为主导，卫健部门牵头，其他部门联动的

“战时”工作机制。
1 月 26 日下午，长沙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

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
的原则，迅速修缮和重启位于开福区捞刀河街道
的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时值农历大年初二，领到“军令状”的开福区
委书记曹再兴连夜召开紧急调度会。“疫情就是
命令，开福干群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举全区之力坚决打赢这场硬
仗！”

区领导身先士卒，奔波于医院、街道、社区各
个第一现场，党员干部挺身而出，防护物资、建
材、医疗器械等从四面八方运达，高岭集团、顺天
集团、沙坪建筑等工友不计报酬、不畏生死赶赴
现场……

仅仅用了 3 天，救治中心厕所、空调、柜子、
热水器、水龙头、照明实现 6 换，通道、医疗带实
现 2 通，一个新的 CT 房主体、无害化污水处理
系统、2000 平方米生活功能用房……守住全省
最大的居民小区零确诊，接收援建雷神山、火神
山英雄的归来，在四方坪街道、秀峰街道为“密
切接触者”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开福干群
用忠诚和担当抒写了抗疫奇迹，为全省全市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
要贡献。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统筹恢复经济社会发
展，两手抓，两手硬。

2月 10日，农历正月十七，开福区金霞经开
区开全省之先河，率先派出 10 支招商小分队奔
赴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上门招商，誓要以高质量
的招商引领经济回归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2月12日，市区两级共选派904名防疫联络
员，扎根工厂企业、楼宇商圈、社区门店，在指导
抓好防疫的同时，全面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2 月 13 日，开福区率先在全市出台了助企
“16 条”，围绕促生产、减负担、保用工、优服务 4
大方面为全区企业、商户“烟火重燃”雪中送炭。

招大引强 高质高效,争当项目建设排头兵
2 月 25 日，长沙市开福区项目集中签约、开

工暨产业集聚区征拆动员活动举行，金霞经开区
消费类电子、医药物流、冷链物流、智能制造、开
放型经济等 10 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382 亿
元；1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40.18亿元。

谋划早、措施实、行动快！
这是今年全省最早的“集中亮相”，为全省各

地恢复经济生产起到了“排头兵”的重要作用。
2020 年，开福区梳理“五个一批”项目 187

个，年度投资 473 亿元，171 个项目超序时推进，
80个市重大项目预计完成投资131亿元。

抓产业项目建设，如滚石上山，不进则退！
作为全省国际食材加工中心、高端冷链储存

分拣及新能源集采集配中心，荷兰夸特纳斯项目
“战场”抢晴天、战阴天、奋雨天，以日保周、周保
月、月保季的“开福速度”强力推进，项目即将实
现基础工程的正负零。

一座座塔吊、一张张蓝图，恒昌医药、正大集
团、聚恒总部、湖南医药集团、380 米星城光塔、
芒果马栏山广场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努力克服疫
情影响，实施挂图作战、对表攻坚。

作为开福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
军。金霞经开区 1 至 6 月上报规模工业总产值
285.07 亿元，同比增长 5.88%，规模工业增加值
65.57 亿元，同比增长 5.1%，物流主营业务收入
达240.5亿元，尤其是医药物流企业异军突起，老

百姓医药集团、恒昌医药等龙头企业销售成倍增
长，完成医药物流销售 138.86 亿元，同比增长
13.84%，对区域经济的拉动效应明显增长。

“中国V谷”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围绕“头
部企业引进年”，从存量中寻增量，于危机中破新
局。通过“云招商”“云洽谈”“云签约”等新方式
持续招大引强，爱奇艺华中总部、山海经动漫影
视总部基地、创梦乐谷长沙动漫游戏产业园、快

手、梨视频、金龙科湖、HTC威爱信息科技、阿里
直播基地等一批头部企业和项目纷纷抢滩扎
根。今年上半年，园区新引进企业 368 家，使园
区引进项目共达到1172家，前6个月园区税收增
长 25.21%。“224”技术底座、“5G+视频”产业集
群、马栏山4K基地、“中国V链”区块链技术平台
等高端技术和应用为开福明天的发展注入了澎
湃动力。

助企纾困 实招频出，乐当企业发展孺子牛
6 月 9 日，开福区在“助企 16 条”基础

上，发布了助企纾困“9件实事”，从奖励兑
现、租金减免、缓解融资、优化交通、简化准
入、柔性执法、刺激消费、稳定产业链、加强
用工等9个方面言简意赅、干货满满。

保市场主体就是稳投资、稳预期。
刺激消费复苏就是保就业、保民生。
区委区政府以区领导联点的形式“一

对一”上门帮扶，针对企业提出的困难实行
“登记销号”制度。并在全市率先下放餐饮
经营许可证、个体食品经营许可证，将二类
医疗器械备案下放至基层所，真正实现“就
近办”“一次办”；同时，大力推进不见面审
批，进一步放宽经营场所资源，按照“非禁
即入”的原则优化登记程序，实施企业开办
零收费、容缺登记等人性化措施。

全区各个部门、街道针对行业、区域特
点，大力开展促消费活动。从2月21日，开
福区北正街老街集体开门迎客到3月的“相
约春天 开启幸福”2020开福消费季，从“幸
福向北·畅游开福”汽车文旅美食节，到4月
的“世界之窗火神节”、5月的“嗦粉盛宴”、6
月的“你买家居·政府补贴”……开福区联
合美团等电商平台，开展线上、线下大规模

消费活动40余场，重新点燃了城市的烟火
气息。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
第三产业占开福区GDP的比重超过85%，
限上社零增速连续3个月居内五区第一，经
济暖流满满回归。

今年上半年，全区兑现帮扶资金 3.04
亿元，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近 2.75 亿
元，为企业减税降费 7.33 亿元、减租 1841
万元惠及企业 276 家，帮助企业实现贷款
263 亿元，为 47 家规模工业企业节约电费
376 万元，为 76 家中小企业兑现贷款贴息
883.4万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城管局
等创新推进柔性执法，对市场监管领域的
8类27条，城市管理领域的25条轻微违法
不予行政处罚。

1至6月，全区新增市场主体7367户，
续存企业 47468 户。尤其全区扎实开展

“入规、升高、扩面、上市”行动，在大环境举
步维艰的情况下，上半年全区新增“四上”
企业 39家，较去年同期增长 29家；申报高
新技术企业 79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15家，
新增市级智能制造试点企业（项目）9 家、
超额完成市定目标任务；11家企业纳入市
级拟上市企业后备库。

利民惠民 至微至深，甘当改善民生贴心人

——开福区以实干担当抒写“六稳”“六保”优异答卷

■ 张颐佳 彭永礼 荣庭芳 周思扬

历史的记录者，注定会将2020重重标注。

不仅因为全面小康、脱贫攻坚、“十三五”收官胜

利在望，更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奋斗者

的身影更显伟岸，改革者的脚步更加铿锵。

唯其艰难，方显勇毅。

面对全球疫情蔓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各种风险挑战。长沙市开福区精

诚团结认真落实“六稳”“六保”要求，以战时状态、战

时机制、战时作风劈波斩浪、逆流勇进。上半年签约

产业项目 19个，投资额 185亿元；全区 171个项目超

序时推进，80个市重大项目预完成投资131亿元，为

年度计划的 67.2%；夸特纳斯、金霞产业集聚区两个

项目入选全市制造业标志性项目，新加坡银石集团、

爱奇艺华中总部、山海经动漫影视总部基地等大项

目、好项目纷至沓来；中欧班列（长沙）发运256列，增

长68.1%……

一手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

展恢复，全区上下呈现出疫情防控严、项目发展好、

区域大局稳、民生保障实等特点。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

开福人用滚石上山的精神，抓铁有痕的执著，聚

力“433”产业攻坚，交出了上半年“考试”的优异答卷！

开福区联合长沙世界之窗举办
“火神节”，引来游人如织。

开福区对新湖南大厦等高档商务楼宇进行专
业特色评定，助力现代服务业精细化、专业化发展。

湘江河畔，幸福北城。

风生水起、生机勃勃的金霞经开区一隅。

开福区率先全市举行大学生就业在
开福专场招聘会。

“幸福向北·畅游开福”2020 年
开福区汽车文旅美食节火热开场。

通江达通江达
海海 、、一 派 繁一 派 繁
忙的长沙新忙的长沙新
港码头港码头。。

（本版图片由开福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