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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
力克疫情对经济影响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在
迈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共同面临
的一场大考，充满风险与挑战。

年初，受疫情影响，长沙县各类企
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举步维
艰。如何克服疫情影响，实现经济高
基数上稳步增长，困难可想而知。

面对大考，长沙县和长沙经开区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在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同时，同步打响了以复工复产、达产增
效为重点的经济社会发展保卫战。

2月初，长沙县在全省率先出台首
个县级《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中小
微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制定惠
企政策 19 条，帮助县内企业渡过难
关。长沙经开区则印发了《全力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的十二条措施》，从金融
支持、人才招聘、项目建设、产业链招
商等方面，为企业复工复产、达产达效
奉送“大礼包”。

为切实解决企业用工难问题，2月
18 日开始，长沙县组建了二三十支招
工小分队，奔赴河南南阳、驻马店以及
省内娄底市、龙山县、桑植县等地接回
技术工人、开展政企合力驻点招工，送
岗上门，包车接送，返岗直通。

“要以决胜的信念、奔跑的姿态，抢
时间、抢进度、抢效益，加速推进项目，全
力扩大投资……”2 月 19 日，在全县项
目工作调度会上，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
记、长沙县委书记、长沙高铁新城党工
委书记沈裕谋的讲话掷地有声。

3 月 2 日，在县区“大干一百天 实
现双过半”大竞赛活动誓师大会上，沈
裕谋表示要紧盯目标不动摇，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实
现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

为把工作做实、做细、做精，沈裕谋
一方面密集走访企业，帮企业纾难解
困；另一方面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推出政策措施，全
力以赴推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与此同时，县领导精准把脉察实
情，高位统筹设专班，成立了长沙县、
长沙经开区、高铁新城三位一体领导
小组，组建了县区竞赛办，督促各部门
争分夺秒、全力以赴。一时间，你追我
赶、勇争一流的浪潮喷涌而出，全县各
单位各部门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扛起了
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的重任，向人民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于危机中思变
百业艰难图创新

大疫之下，百业艰难，但危中有
机，唯创新者胜。长沙县从精准助力
复工复产、积极推动复商复市、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三方面发力，各个击破。

复工复产可为居民提供基本收
入，复商复市可以促进货币流通、唤醒
经济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是复商复市
的有力保证。不得不说，长沙县的这
三方面举措，可谓是战胜经济低迷的

“杀手锏”。
疫情以来，众多企业遭受重创，人

员和资金大量流失，想要复工复产绝
非易事。对此，长沙县各部门纷纷慷

慨解囊，出台众多惠企政策。
果园镇创新推出“三项奖补”政

策，引导企业健康发展；县委组织部、
县工信局统筹整合 1342 名联络员，对
企业开展精准服务；县人社局发展“点
对点”服务，为县内企业输送劳动力2.5
万余人；县税务局成立 51 个小分队精
准送政策送服务，为 82 家企业批准延
期缴纳税款5946万元……值得一提的
是，得益于黄兴会展经济区的“保姆
式”服务企业模式，该地区的新金辐公
司1-5月产值达8000万元，是2019年
全年产值的27倍。

复商复市在于吸引群众的眼球，
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为此，相关部
门可算是绞尽了脑汁，想足了法子
——县商务局、住建局、文旅局、农业
农村局等抢抓先机，谋划组织“春天有
约·长沙消费季”汽车消费节、网上房
交会、美食消费节、夜经济嗨购节等系
列活动；汽车促销“一站式”兑付模式
在全市推广；开慧镇直升机直播带货，
获评 2020 年全省特色文旅小镇……
各式各样的活动竞相出现，让人忍不
住要从闭塞已久的家中走出，去体验
那久违的人间烟火味。

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长沙县星
沙街道“五一”假期四大综合体商圈总
销售额突破 5000 万元，果园镇龙虾节
收入近千万元，上半年全县市场主体
同比增长19.44%。

优化营商环境是项细致活，长沙

县各部门协同配合，多措并举。
一方面，提速增效政务服务。行

政审批服务局设置“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综合窗口”，有效保证了项目早开
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自然资
源局全面推行新建商品“交房即交证”
改革，切实缩短了改善型需求释放时
间。县住建局实现“五同步办理”，项
目审批时间缩短50个工作日。

另一方面，全力保障生产要素。
县自然资源局上半年批回项目建设用
地80宗8678亩，获批用地面积为全省
区县第一，保障了一大批重点重大项
目用地；财政局加快“三资”处理制度，
盘活存量资金 11.68 亿元、存量土地
28.18 亿元；黄花镇、湘龙街道、江背
镇、青山铺镇等地纷纷推进拆迁项目
清零，累计腾地10836亩。

面对艰难困境，长沙县因势利导、顺
势而为、逆势而上，开创了一番新天地。

从长远考量
高质量发展有定力

虽然年初的疫情给社会各方面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却无法改变长沙县
要在高质量发展上作表率、树样板的
决心。面对考验，领导层深谋远虑，坚

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变、
标准不降、要求不动，持之以

恒，进行到底。
长沙县党政领导坚信，聚焦长远

有效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项目一定
是最有用的抓手，而项目大攻坚，必须
突出智能制造主攻方向。

今年上半年，长沙县共引进亿元
以上项目 54 个，总投资 387.6 亿元，其
中“三类 500 强”项目 7个，比亚迪 IG-
BT、上汽大众新能源等重大项目相继
落地，吉利控股集团已托管湖南猎豹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共铺排市级以上
重大项目 230 个，完成投资 349.56 亿

元，其中产业项目 156 个，完成投资
276.54 亿元；“2+10”项目建设全面提
速，会议中心全部按节点计划完成，配
套酒店提前20余天完成地下室施工，3
个配套项目提前完成建设。

因为黄花综合保税区的外贸核心
平台优势，长沙县对今年上半年全市
外贸逆势企稳功不可没。1 至 6 月，长
沙县新增外贸资质企业231家，外贸进
出口总额预计累计完成 51.11亿美元，
同比增长11.11%。黄花综合保税区内
的长沙跨无止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
营跨境电商业务，为 20 多家网上跨境
电商平台提供通关、物流、发货等服
务。截至 6 月底，发货订单量 124 万
单，进口贸易额 2823 万美元，分别是
2019 年全年订单的 7.3 倍、进口额的
5.3倍。在前不久举行的“沪洽周”活动
中，长沙县现场签约12个优质项目，其
中加工贸易项目 2 个，跨境电商项目 5
个，其他外向型项目 5 个，总投资额
116 亿元，三年可实现进出口额 40 亿
美元。笔者近日在黄花镇看到，黄花
机场西部临空经济区内塔吊林立，各
种工程机械正开足马力施工，一派大
干快上的忙碌景象。

立足长远效益，对接宏观调控，长
沙县实现了市场信心的不断提振。1至
6月全县新增就业8502人，较1至5月
增幅为67.5%；实行国有资产“全面减”、
商贸楼宇“鼓励减”、专业市场“定向减”，
共计减免租金 8100 多万元；为 4.27 万
家企业及个人用户落实了“欠费不断
供”政策；举办5场银行对接会，新增授
信225.27亿元，新增贷款150.27亿元。

新基建是产业发展的又一个风
口，抢抓机遇必须夯实新基建的基石
——5G 网络。截至目前，长沙县已累
计建设5G基站2410个，建设数量全市
第一。率先全国编制“5G+”新基建发
展指南，承办湖南省首次“5G+工业互
联网”现场推进会，力争打造70个切实
可用的应用场景，其中三一重工在“灯
塔工厂”建设中基于 5G 实现了高清视
频监控，提升了企业智能化水平。

如今的长沙县，项目建设蹄疾步

稳，智能制造有序推进。不因一时得失
而一味追求发展速度，不因一时挫折而
降低发展质效，长沙县始终保持着深耕
实体经济的强大定力。实现稳增长和
防风险长期均衡，长沙县势在必得。

在展望中谋划
咬定目标不放松

挥别昨日，展望未来，挑战往往和
机遇并存，危机常常暗藏转机。

“要精准对标对表，找差距、明不
足。要科学研判形势，强信心、抢机
遇，在各种困难挑战面前牢牢掌握发
展主动权，才能在高质量发展征途上
行稳致远。”沈裕谋坚定地说。

从产业看，长沙县面临着“产业互
联网”新窗口的发展机遇。如果说以杭
州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是互联网“上半
场”，那么工业互联网就是互联网的“下
半场”。在青岛强势跟进、全面发力之
际，长沙县绝不会等待观望、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而是紧紧围绕“两主一特”，主
动出击、加速布局，抓紧在导入新一代
工业互联网技术、构建产业互联网平
台、发展互联网金融、提升本土制造业
优势等方面全线发力，加快打造互联网
下半场新经济强县。

从市场看，长沙县面临着“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全新机遇。

中央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这既是历史性的挑战，也
是历史性的机遇！必将加速全球范围
内产业的洗牌重构，为长沙县迎来全新
的“进出口替代”机遇。

从城市看，长沙县面临着“融城发
展”的历史机遇。

十年前，省委省政府布局湘江新
区推动了河西的发展，未来的“十四
五”、“十五五”势必迎来湘江西岸发展
的黄金时期。长沙县向西衔接长沙中
心城区，向东对接浏阳主城和金阳新
城，向南延接长株融城，处在长株潭一
体化的战略支点和发展中轴上，发展
优势更明、地位更高、能级更强。长沙
县将用心用力、用好用活“长株潭一体
化”战略机遇，加快“融城”步伐，逐步
迎来一个全新的“井喷式”增长。

坚定信心跟党走，咬定年初目标不
动摇。下半年，长沙县将紧扣“聚焦高
质量，星沙在行动”主题，力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力抓城市高品质建设，力促民
生高水平保障；始终聚焦经济抓产业、
抓城市、抓民生，以敢于拼博赶超、善于
攻城拔寨的战时状态、战时干劲、战时
作风，全力以赴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力
争圆满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时代浪潮，风云变幻。长沙县从
漫长的历史更迭中一路走来，战绩辉
煌，未来，也必将一往无前，所向披靡！

扬“长”创强 行稳致远
—— 长沙县上半年经济高基数上增长解读

晓 雷 征 宇 文 霞

越是艰难之时，越能体现一个地区的责任与担当。

7月31日，长沙县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暨“大干一

百天 实现双过半”竞赛活动总结会。

数据显示，上半年长沙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4%，

比一季度回升 5.2 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比一季度提升 4.9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比一季度提升 4.1 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1.11%；新增“四上”企业数量连续4个月稳居长沙市第一；

腾地10836亩，动迁1645户，26个项目实现清零……

年初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

宏观经济形势，作为全省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长沙县，以“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逆流勇

进，力克时艰，强力推进信心提振、项目提速、产业提效、城市

提质“四大行动”，实现经济高基数上稳步增长。

长沙、湘潭、株洲、益阳等 9 个市共

200 家旅行社负责人来长沙县采风，向

更多游客推介长沙县旅游资源。

章 帝 摄

云集五周年举行一年一度“5·16”大促，5月16

日当天出单量超 10 万，长沙黄花综保区创湖南省

1210保税备货模式日出单量新高。 章 帝 摄

位于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的圆通快

递，全自动化分拣线日夜不停地工作。

范远志 摄

今 年 长 沙 县 内 规 划 建 设

5684个5G站点，77个5G汇聚机

房。图为中国移动长沙县分公

司在望仙路与天华路交会处建

设汇聚机房。 章 帝 摄

在中南汽车世界

吉利 4S 店，市民倪女

士喜提新车，她说现

在买车既有优惠，还

可享受政府补贴，十

分划算。

盛 磊 摄

长沙县首个

网上购房节闭幕

式暨抽汽车大奖

活 动 现 场 送 出

家电、手机和十

万元汽车的“锦

鲤”大奖。

盛 磊 摄

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效果图。 长沙黄花机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