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现
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从业人员也在不断增长，这
既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产业，也是一个
巨大的人才蓄水池。在‘十四五’规
划中，要重视这项产业。”9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马栏山视频文创
产业园考察指导，给开福发展带来了
重大历史机遇，开福人民欢欣鼓舞的
同时更坚定了奔跑的方向。

开福素有 3 张“金”字名片，即
以医药、能源、粮食、物流、智能制造
为核心的金霞经开区；以视频、文
创 、广电湘军、报业湘军、出版湘
军、动漫湘军为代表的金鹰文化区；
以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小
贷、资产管理、企业集团财务等为聚
合的金融商务区。

今年，金霞坚持“项目为王”，园
区铺开重点项目 73 个，1 至 11 月，
新开工重大产业项目 16个，新竣工
项目 8 个，累计完成投资 171 亿元。
尤其 7月中旬以来，金霞以“项目建
设大会战、项目单位大竞赛、项目服
务大比武”的赛制发起了全年总攻，
在近 120 天时间里，再实现重点项
目新签约9个、新开工13个、新封顶

8 个、新竣工 9 个，24 个项目前期工
作取得新突破，95 个项目进入或完
成技改，完成重点项目投资121.2亿
元。

而金鹰文化区的马栏山视频文
创产业园更是捷报频传，在新冠肺
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
景下，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今年
前 3 季度实现营收 306.29 亿元，同
比增长 15.34%，实现税收 16.84 亿
元，同比增长12.8%。

4 月 28 日，时任省委书记杜家
毫调研马栏山，用“风景独好”高度
肯定了“中国V谷”从一片黄土到产
业高地的华丽转身。

开福区委副书记、马栏山视频
文创园党工委书记邹犇淼表示：“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我们时
刻牢记在心，一定紧扣产城融合抓
项目，紧跟头部企业抓招商，紧盯产
业集群抓产业培育，紧靠发展前沿
抓科技创新，紧贴环境优化抓要素
保障。今年前3季度，园区完成固定
资 产 投 资 119.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2.07%，园区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截至12月25日，马栏山累计新注册
企业达1582家，其中今年新注册企

业 776家。爱奇艺、快手、来画视频
等头部企业10家，芒果超媒、中广天
择、中南传媒、电广传媒主板上市公
司4家，世界500强、中国200强、行
业20强等知名企业18家。

开福，开启幸福的地方。
开福从来就是经商创业的福

地，商贸繁荣、巨贾云集。具有“中
部华尔街”之美誉的芙蓉中路更是
流金淌银。

沿着芙蓉路主轴从八一桥往北
至浏阳河，东至东风路西临湘江，中
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湖南省分行、中信银行长沙分
行、浙商银行长沙分行、中国人寿、
平安财险、新华保险、渣打、德勤、普
华永道……小小的 8 平方公里，汇
聚了全球 70 余家金融总部机构及
300 余 家 分 支 机 构 ，涵 盖 了 全 省
90%以上的金融业态。

今年，开福区委区政府先后举
办12场银企对接会，引导30余家金
融机构为493家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并帮助指导鑫远环境、恒昌医药、德
荣医疗、友谊咨询、埃索凯等企业完
成股改，进入上市企业储备库。

2020年，全区金融业指标稳健
增长，预计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42
亿元，增幅达 10%；今年 1 至 11 月，
全区金融业税收 18.2 亿元，同比增
长3.9%，占税收比重达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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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致强产业致强 不负时代不负时代
■ 张颐佳 李亚雄 荣庭芳 彭永礼

湘江向北，孕育开福。

2020年，是实现全面小康、决胜脱贫攻

坚的圆梦之年。去年，开福区地区生产总

值破千亿，基本实现“北富”目标。目前，强

盛、精美、幸福、厚德的新开福正朝着高质

量发展的“北强”之路策马扬鞭，日夜兼程。

2020 年，在开福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全区同心协力列出了“433”进攻阵

型，紧盯视频文创、现代物流、金融商贸、智

能制造 4 大支柱产业，推进 30 余个重大项

目建设，计划用3年时间在区域形成3个以

上 500 亿元到 1000 亿元的产业集群，区域

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发展质量显著提高。

全年铺排省、市重大项目83个，完成年度投

资382亿元，为年度计划的196%。

有梦、追梦、圆梦！

开福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拼

搏赶超、砥砺奋进，铿锵的脚印烙进2020历

史的年轮，辛勤的汗水浇沃了这片生机勃

发的土地。

谋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早在今年 1 月 3 日，开福区委全会

暨经济工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大力推
动“433”产业攻坚实施方案，以重大产
业项目的发展作为落实“六稳”“六保”，
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载体
和支撑。

围绕视频文创、现代物流、金融商
贸、智能制造4大支柱产业，开福区精选
了 36 个重大产业项目，以“产业项目大
会战”的形式建章立制，擂响战鼓。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开福区委
书记曹再兴亲任组长，开福区委副书
记、区长谢伟峰任第一副组长，邹犇淼、
许振勤、熊建伟等36位区领导一对一联
点到 36 个项目，并选派了 38 家后盾单
位备足“粮草”、枕戈待旦。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

曹再兴一连用了 5 个“全力”向各项目
“责任人”明确任务，“全力促开工、全力
促建设、全力促投资、全力促竣工、全力
促达产，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投身项目建设大会战！”

除“一把手”负责制以外，“大会战”
还建立了完备的调度、考评机制，从后
盾单位的每日跟进到统筹小组的每周
专报、从联点领导的每旬调研到区委区
政府的每月讲评，每个项目点滴的进展
都通过“后进红色”“预警黄色”“正常白
色”“超前绿色”标识一目了然。

“截至12月21日，星城光塔项目桩
基已完成 55%，本周可完成 60%，基础
结构也可从 15%提升到 20%……项目
进展顺利。”

“中广天择项目已完成年度任务的
98%，预计可以提前1个月完成今年计划。”

“万科华升智慧物流基地项目大约
滞后15天，但是我们一定能把落下的时
间追回来，完成考核目标……”

走进区委区政府大楼，下到开福的
园区、企业，随处可见“433”产业攻坚项
目大会战的路线图、任务表和计划书，
通过走访机制、通报机制、问题交办机
制、会商机制，全区上下形成了浓厚的
奋战氛围。

36个重点项目中，除 9个前期项目
外，其余 27 个项目中 22 个投资进度正
常和超进度，占比达 81.4%，其中，长沙

（金霞）消费电子产业项目、星城光塔、
中广天择总部基地、家家红智慧冷链物
流配送基地等一批来势好、带动性强的
重大项目超时序推进。

拼晴天、战雨天、斗黑夜！
“6·30”攻坚、“9·30”攻坚、“8+43

扫尾”！
在大环境艰难的 2020 年，开福一

手抓好疫情防控，一手推进重大产业项
目大干快上，全年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3.5%。

开福区政府大楼。

月湖小镇。

“二马”争先，策马扬鞭“跑”起来

11月22日，随着最后一批混凝
土成功浇筑，长沙（金霞）消费电子
产业集聚区多层厂房工程成功封
顶，项目比预定时序快50%，曹再兴
亲自把红旗授予该项目，作为周冠
军、月冠军的嘉奖。

今年，长沙市从全市 22条产业
链中遴选了 17 个制造业标志性项
目，开福占到2席，即长沙（金霞）消
费电子产业集聚区和夸特纳斯（长
沙）国际食材集采集配加工中心。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
尤其是标志性重点项目投资体量
大、发展前景好、辐射带动性强。

长沙（金霞）消费电子产业集聚
区规划面积 10.25 平方公里，消费
电子产业项目规划面积 2 平方公
里，总用地面积约 3000 亩，总建筑
面积约 255 万平方米，总投资 200
亿元，集“一核四区”（项目总部，主
厂区、配套产业链区、员工生活区、
商业服务区）为一体，建成后，年产
值可达 500 亿元，将集“高端制造+
创新研发”为一体，成为全省智能制
造和创新资源要素集聚高地、经济
发展的新增长极和工业园区建设的
新标杆，在长沙城北崛起一座可容
纳10万人的现代化产业新城。

由荷兰夸特纳斯集团投资 1.6
亿美元建设的夸特纳斯（长沙）国
际食材集采集配中心项目，总建筑
面积 9.46 万平方米，集国际食材加
工中心、高端冷链存储分拣及新能
源集采集配中心、食品安全质量大
数据中心等。项目达产后，预计年
均营业收入不低于 6 亿美元，年进
出口额不低于 3.5 亿美元，年缴税
总额不低于 6800 万元。夸特纳斯
项目将成为我省“深耕”荷兰，“深
耕”一带一路沿线，不断促进区域
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开放升级的
新引擎。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在“两匹”标志性“头马”的带动

下，一个个项目工地争先恐后、你追
我赶；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纷纷抢滩
开福。

38 天，长沙（金霞）消费电子产
业集聚区腾地 3000 亩，392户全部
签约清零，比常规推进至少快 52
天；45 天，6.3 万平方米的生活配套
楼主体封顶；50 天，4 万平方米的
1#生产车间封顶，比常规推进快
50%；60 天，完成产业集聚区 1.1期
三个地块挂牌，比常规推进至少快
30天；120天，全长约2700米的“三

纵一横”道路实现全面竣工，比常规
推进快56%……

今天的项目质量，就是明天的
经济结构；今天的项目数量，就是明
天的经济总量。

投资 20 亿元的创梦乐谷长沙
动漫游戏产业园、投资12亿元的长
沙深国际现代综合物流港、投资
10.5 亿元的金霞未来科技城、投资
10亿元的城际智能装备产业基地、
投资 12 亿元的老百姓大药房物流
与电商基地……总建筑面积约 26
万平方米的中广天择项目（一期）主
体竣工；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
马栏山创意设计总部大厦、总建筑
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的芒果马栏山
广场（一期）竣工交付；星城光塔、聚
恒文化总部、马栏山人才公寓等一
批重点项目快马加鞭。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开福大
地，因如火如荼的产业项目而生机
勃发！

“幸福桥棚改 2 个月完成签约
480 户，湘雅路过江隧道三角塘片
区提前 3个月完成签约交地。”开福
区委副书记、区长谢伟峰铿锵有力
地说，今年以来，开福区新启动征拆
项目 92 个，签约清零项目 122 个、
腾地 13827 亩，1109 亩土地实现挂
牌出让……让土地等项目，为发展
留空间，已成为开福阔步高质量发
展的“新常态”。

“三金”鼎立，抢抓机遇“强”起来

“一阵”不变，一拼到底“干”起来

金霞物流园。

老百姓大药房总部。

马栏山创智园。 （本版图片由开福区委宣传部提供）

2021年1月1日前可竣工项目7个，
分别为：①润和国际广场②湖南创意设
计总部大厦③万科华升智慧物流基地④
城际科技（城际高铁刹车片生产基地）⑤
家家红智慧冷链物流配送基地⑥兴旺科
技总部基地⑦中广天择总部基地

农历年前可基本竣工项目 7 个，分
别为：①金六谷医药健康产业基地②金
霞产业集聚区③夸特纳斯④片区有机更
新（潮宗街一期、二期）⑤北辰国际会议
中心⑥湖南跨境电商生态产业基地二期
⑦马栏山人才公寓

——长沙市开福区以“433”产业攻坚打造高质量发展产业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