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天心软件产业园杰峰基地，
AB两栋楼，并排而立。

B栋今年5月开园，A栋如今正在
紧锣密鼓装修，AB 两栋楼，从谋划、
到招商、再到一个个企业进场装修办
公，用时不到 8 个月，如今已有 76 家
企业相继入驻，实现了项目满楼，企业
满楼。

速度的背后，是天心区先人一步，
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

早在今年2月24日，疫情笼罩的
乌云还未散去，天心区便率先全市发
布了《天心区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十
条措施》、率先启动软件园建设、率先
成立软件产业协会，以起跑就是冲刺，
开局就是决战的姿态抢占软件产业高
地。

3 月 31 日上午，天心区迎来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开门红”，22个重大项
目集中签约，其中 17 个软件产业项
目，引进核心研发人员1000人以上。

弄潮儿，始终勇立潮头。截至目
前，天心区已新增软件和信息服务企
业875家，新增从业人员14070人，累
计软件著作权1.5万件。

前不久，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公司入驻天心软件产
业园B栋，谈到为何选择天心软件产
业园时，湖南公司副总经理罗常青表
示，“优惠政策、贴心服务、园区发展前
景是企业选择落户的主要原因。”

珠海欧比特公司掌握最前沿的宇
航芯片技术，是卫星大数据商用最早
的公司之一，自建的“珠海一号”微纳
卫星星座通过卫星采集地理信息大数
据成就了欧比特全球地理信息数据商
用的先驱地位。

湖南麓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
11 月入驻软件产业园的企业。该公
司研发的红外薄膜技术，已成功解决

光电科技领域国外“卡脖子”问题，该
项目由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潘
安练团队开发。

“我们计划以红外高端滤镜片、
5G通讯波分复用滤光片、红外激光高
损伤阈值镜片太阳能半导体薄膜为主
攻方向，与园区联合打造光学器件产
学研一体化基地。”公司法人姜海介
绍，目前，该产品主要应用在5G通讯、
红外探测、红外激光和激光医疗等领
域，项目明年投产后，预计3年内营收
2亿元，5年内登陆科创板。

还有清华控股投资的东方至远
公司，总部从北京迁来，拥有全球最
大的城市健康大数据资源，是国内领
跑的雷达遥感大数据平台商，拥有26
颗卫星代理运营权和全国 400 个城
市的雷达数据；国家电网湖南省电力
公司牵头成立的湖南能源大数据中
心有限公司，是省政府特批的、全省
唯一的、最大的国营能源大数据中心
运营企业，公司平台建设计划投资 5
亿元，重点在能源生产、能源互动、新
能源及碳交易、综合能源服务、供应
链金融等领域推出示范产品，构建

“平台+生态”的商业模式，发展前景
令人振奋。

而在离天心软件产业园核心区不
远处，正在建设的湖南大数据交易中
心项目工地上塔吊林立，挖土车穿梭，
还有中交国际中心、湖南精英健康城、
青年人才公寓、金色阳光等项目也是
开足马力，争分夺秒建设，目前，园区
开工面积 61.8 万平米，总投资 42 亿
元。

这些项目的建成，将成为长株潭
融城的亮丽名片，成为“天心数谷”快
速崛起的有力支撑，成为天心区贯彻
落实“三高四新”战略的真实见证。

速度 三个率先助力软件企业聚南城

今年7月17日上午，百度投资20亿元
的 ARM 云手机产业基地在天心区揭牌。
国内互联网巨头百度公司首次在湘设立全
资子公司，为何选择的是天心区？“天心区
良好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以及领导对新
业态技术的重视和优质服务坚定了企业投
资的信心。”百度副总裁马杰在接受笔者采
访时表示。

长沙酷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院的
投资人——软银中国，是享誉全球的数字
经济投资基金，曾投资阿里巴巴等项目。

“软银中国通过近两年的观察，十分看好天
心区的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产业生态。我
们相信，长沙、天心区将是下一轮新科技企
业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与福地。”软
银中国董事、总经理过蒙曾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

良好营商环境加持下的天心区还以实
打实的举措“筑巢引凤”。

11月初，天心经开区长沙理工大学、湖
南科技职业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在产教融合基地、5G创新应用示范区、人
才培养平台、创业孵化基地等领域，建立紧
密型全面合作共建关系，共建“天心区智慧
教育智慧中心”、“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创业
孵化基地”。同时，将依托天心区“5G网络
覆盖率和网络质量全省第一”的优势，全面
推进 5G 创新应用示范区建设，为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服务经济融
合发展提供“加速度”。

应用场景的打造也将为企业发展助
力，今年5月27日下午，天心区组织召开人
工智能应用场景发布会，现场发布了21个
应用场景清单。包含天心区智慧（智能无

人驾驶）环卫示范区、重点街区AI安防智能
识别、5G应急云广播、建筑垃圾人工智能监
管、天心智教·慧成长·慧体育等。

这一批应用场景具有聚焦涉及面广、
带动示范性强、着力解决痛点问题等特征，
是天心区助推新技术、新业态与传统领域
深入融合，促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
造全面普及，进一步筑牢实体经济和数字
经济发展基础的又一得力举措。

资本总是最敏锐的，在政府的扶持下，
园区的企业也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11
月初，园区企业计支宝完成了由红杉资本
中国基金领投的亿元B轮融资，将助力企业
在工程行业（新基建）的数字化改造；微算
互联得到了百度真金白银分两期20亿元的
投资，将聚焦“云手机”领域，发展前景广阔
……

从数字中来，到实体中去。未来，天心
区将接续奋斗，在推进“三高四新”战略、长
株潭一体化发展中贡献“天心力量”。

期待“天心数谷”再开新征程！

保障 政府扶持＋市场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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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分卫星气象应用中心平台监测。

长株潭“绿心”区天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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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潮头，方知浪高风急；登高望远，才
见云阔天高。

去年6月，天心区便高起点规划“天心数
谷”，对“绿心”工业退出区实施“凤凰涅槃
未来之城”产业规划，抢抓大数据历史机遇。

不到两年时间，“天心数谷”实现了由量
变到质变。

11 月 18 日，自然资源湖南省卫星应用
技术中心在天心区地理信息产业园挂牌成
立，这标志着我省建立起贯通省、市、县（乡）
的卫星应用技术体系，实现全省自然资源领
域卫星数据获取、产品生产、主业应用与服
务的统筹管理。

而2019年便在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启
动建设的湖南省高分卫星气象应用中心目
前也已基本建成，其中气象服务平台、气象
预警平台、气象预报平台等都已建好并投入
使用，在防灾减灾领域已发挥作用；气象信
息中心正在加快建设“湖南省气象大数据中
心”。

这两大高端技术中心均落户于天心区
地理信息产业园，得益于近年来天心区紧紧
抓住大数据和地理信息产业链建设，形成了
占地35平方公里的“一带、一谷、一小镇”空
间布局。目前，该园区已集聚气象服务、遥
感测绘到地质勘探等从“天上”到“地面”再
到“地下”的全方位地理空间大数据产业资
源。

同时，为进一步挖掘园区已有的地理空
间等数据资源价值，促推数据资源共享、交
易，园区在国家、省、市等各级各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正在加快建设湖南大数据交易中
心。交易中心以全国的气象、卫星遥感、导
航、定位和测绘等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整
合相关政务和行业数据，打造具有全国、全
球影响的数据集聚、流通、应用的数据资源

交易场所。
“加上去年已经布局的人工智能产业

园，今年布局的软件产业园，目前园区已经
形成了集信息采集、汇聚、开发、应用等上、
中、下游产业链齐头推进的格局，‘天心数
谷’蓄势待发，将精彩绽放。”天心区委书记
刘汇表示。

再来看产业生态的变化，今年，园区收
购磐吉奥地块，正在建设投资10亿元、占地
67亩的“天心数谷”起步区——科教地产示
范项目；盘活老太爷食品搬迁后空置厂房，
引进长沙华中信息科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为园区培养地理信息、大数据产业、跨境电
商等方面人才……目前，企业退出后释放的
3000余亩闲置工业用地，已顺利处理2000
余亩。“天心数谷”已引进数字经济类企业
189家，形成了现代服务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带动，激发创新创业热潮涌

动。天心经开区内的南梦宫众创空间、长沙
人力资源创新中心、弘高车世界众创空间3
个项目被正式授牌为“长沙市众创空间”。

“这些众创空间，可以为数字经济人才聚集、
项目孵化提供强大的支持，从而为整个产业
带来源头活水和动能。”天心经开区负责人
表示。

变化的还有引入企业质量的大提升，投
资20亿的百度微算互联云手机基地是BAT
系列软件巨头今年在中部地区设立的唯一
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云手机总部项目；湖
南绿盟科技是中国排名前5的网络安全上市
企业——绿盟在全国设的第一家子公司；大
唐先一是全国火电领域最大软件企业，软件
工程师人数今年过 1000 名；还有用友软件
子公司、长沙酷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
院、杭州市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均落户在天心区。

12月2日，省工信厅发布湖南互联网50
强与软件产业50强排行榜单，牙医帮、土流
集团有限公司等6家天心区企业上榜，上榜
企业在除开长沙高新区以外的所有区县市
中排名第一。

“可以说，现在的‘天心数谷’，实现了
天、空、地一体化大数据支撑，上、中、下游全
产业链格局，今年引进了 400 多家企业，其
中头部企业就达到了20余家。”天心区区长
黄滔介绍道。

张福芳 郑 娜

仲冬时节，长沙南城的天心经开区内，浪激潮涌。

伊莱克斯大道、暮云大道、南湖路等7条道路提质改造热火朝天，焕然一新；湖南省大数据交易

中心、中交国际、五江国际等21个产业项目如火如荼，争分夺秒；地理信息产业园、人工智能产业

园、软件产业园……与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平台随处可见，新的企业踊跃入驻。

长沙第五谷——“天心数谷”，从规划到落地、从“腾笼”到“换鸟”、从量变到质变，用时不到两

年，就崛起于长沙南城，开启了扬帆搏浪的高光时刻。

前不久，《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制定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特别提到了“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加快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产业，做强做优软件服务业，拓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场景”。

在天心区委书记刘汇看来，规划和建议的出台，无疑为“天心数谷”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

针。思路对头天地宽，天心干群唯有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强实体，勇当“三高四新”战略排头

兵，勇挑“智慧天心、融城核心”历史重担，扬帆搏浪、不负韶华。

（本版图片由天心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