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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胸怀——用精致精美的思维抓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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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沙火车南站驱车经过花侯路，

可以看到一行标语：“开放雨花 梦想直

达”。高铁新城无疑是雨花区开放经济

的主战场。

项目工地多，这是不少人对高铁新

城片区的第一印象。诚然，这是一片建

设中的热土，48 个征拆项目，44 个新建、

续建项目，12 个重点产业招商项目，塔吊

林立、机器轰鸣、人员穿梭。

如 何 收 拾 出 一 方“ 漂 亮 ”的 建 设 阵

地，这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首先要把‘事’接过来，确保事无巨

细、有人在管。”从 2020年开始，长沙市委、

市政府决定，将高铁会展新城高铁片区按

照属地原则移交至雨花区建设管理。

该总的要总！高铁新城片区开发建

设指挥部成立，一个高品质规划、高标准

建设的机制在这里形成。按照“统一领

导、团结协作、分工负责、目标明确、效果

凸显”的思路，片区建设管理协同推进。

该分的要分！要坚持专业的人干专

业的事，尤其是对工作中可能存在的职

能交叉重叠问题，要注重沟通衔接。街

道、社区各司其责，市政、城管、园林等力

量 不 断 充 实 ，片 区 管 理 实 现“ 有 人 管 ”、

“管得好”。

围挡是建筑工地的“门面”。细心的

市民不难发现，日前，一排造型优美的浅

灰色工程围挡出现在花侯路的街道上。

这是雨花高铁新城片区项目采用了符合

长沙市工程围挡改造升级要求的新型装

配式围挡。“没想到工地上有这么漂亮的

施工围挡，美观大气上档次。”市民李女

士为新型围挡点赞。

一处处精美的围挡是“精美片区”建

设模式的一个缩影。

按照长沙“四精”（精准规划、精美建

设、精致管理、精明增长）、“五有”（有颜值、

有气质、有内涵、有格调、有品位）的要求，

雨花高铁新城片区不断提升片区品质。

渣土运输是项目施工方常遇到的难

题，雨花高铁新城片区“见招拆招”。对

渣土运输证的办理，雨花高铁新城片区

积极与长沙市相关部门对接，协助解决；

对渣土消纳问题召开协调会，并协助在

跳马镇联系消纳点；渣土运输出去时，协

助规划最优路线，并在运输中规范管理，

及时清扫抛洒或污染情况。

细节决定成效。高铁站西广场施工

往里面推进 30 米，要把宽敞留给市民；花

侯路提质，把原本瓦数低、不稳定的路灯

全部更换；主干道旁边有道路施工的，要

有绿网覆盖、要有围挡……没有大拆大

建、没有反复拆建，雨花区把品质融进高

铁新城的每一寸地方。

市 民 正 在 共 享 着“ 精 美 片 区 ”的 成

果：拆整出大量的土地，通过建设，让市

民拥有了更多的绿地公园、更完善的公

共服务设施和更有品质的居住小区；浏

阳河风光带携美景伸展，黎托生态公园

打造“生态客厅”，京港澳高速东辅道绿

化带景观四季分明，一批夜经济品牌点

亮市民生活……

时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又一个

梦想升腾的时刻即将来临。

站在“十四五”规划的起点，如何在

当好实施“三高四新”战略领头雁、奋力

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示范区历程中奋勇争

先，雨花高铁新城在探索、在前行。

这关键一程上的五年，将带来特别

的期待；这豪情万丈的新征程，从担当与

实干中走来。

海纳百川，必将日益壮阔。浏阳河

水奔流不息，开放大潮滚滚向前。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这里是雨花高

铁新城片区，风劲好扬帆！

高铁见证高铁见证
——长沙市雨花高铁新城片区开启“加速跑”

欧阳倩

飘若蛟龙的高铁贴地飞行，静谧浏阳河轻声吟唱；

坐落于省会长沙，与全国 24 座主要城市把手言欢……

这里是开放高地——雨花高铁新城。

高铁见证，曾经的阡陌农田变为璀璨现代化新

城。从 2009年湖南开通第一条高铁，十余载春秋，高铁

增添的不仅是一条通道，更是逐梦未来的信心。东连

“长三角”，袖舞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头枕“长株潭”城市

群，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湖南省服务业示范集

聚区重点项目等在这里集聚，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

在这里融合。

高铁见证，交通枢纽的内涵不断延伸，开放高地拔

地而起。2020 年初，雨花区正式接管长沙高铁会

展新城浏阳河以西区域。一年过去，一批

现代服务产业项目在

这里落成，一个

个开放标杆项目

加速推进，一大

批高端人才在这

里集聚……雨花

高铁新城开发开

放渐入佳境。

去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湖南考

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寄予殷

切期望。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

建设现代化新湖南，雨花高铁新城奋勇争

先、争当排头兵。

去年 9 月 24 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长沙片区挂牌。根据部署，中国

（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办公场

所、政务大厅和展示中心已初步选址雨花

高铁新城区块绿地长沙城际空间站。目

前，设计施工有序进行，计划今年 3 月底

前入驻。

以纳入自贸区为契机，雨花高铁新城

再次获得发展机遇。

雨花高铁新城目标清晰——在自贸区

建设中主动作为，雨花高铁新城临铁、临空

的独特交通地理和人流带动优势，将重点

发展总部经济、国际商务、科技金融、文化

创意、医疗健康等主导产业，是中国最具备

打造内陆地区高端现代服务业中心和中部

地区崛起增长极的核心竞争力区域，具有

打造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

际投资贸易走廊的重大战略意义。

雨花高铁新城举措当先——湖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后，雨花区块承接

了长沙片区 113 项改革事项中的 96 项改

革任务。

2020 年 11 月 12 日，市政府同意并向

省政府行文，将“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国际文化科创基地”“中国（湖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高端现代服务业总部经济

中心”于雨花高铁新城区块挂牌。

将依托长沙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的优

势，以签约引进的浏阳河国际文化科创基

地项目为龙头，与马栏山文化产业园联

动，引入非洲文化，对接湘粤港澳文化创

意产业，积极打造全球领先的 5G 视频和

电子竞技产业基地。同时，培育一批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长沙文化消费品牌和文化

出口重点企业，尝试将高铁新城区块打造

为长沙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和国际文化创

新交易平台。

雨花高铁新城企业备受鼓舞——

“2018 年，我们在长沙上演太阳马戏

《kooza》秀，110 个货柜演出道具上万件，

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进出关过程。”高铁新

城片区浏阳河国际文化科创基地负责人

钟炜介绍，当时，道具进出关审批时间长、

成本大，而且有数量限制。钟炜说：“雨花

区已申请省直机关对接国家部委争取简

易通关等相关自贸区政策。如果争取成

功，文创企业将获得长足发展。未来，长

沙的市民足不出户，也能享受到国内外的

优质剧目了。”依托自贸区政策，浏阳河文

创基地还有望引入完片监理中心，中国影

视产业将迎来工业化进程中关键性环节。

当前，雨花区正在部署建设中铁快运

长沙南站货运场。届时，将充分发挥高铁

优势，吸引龙头快递物流企业入驻，加快

打造高铁货运的经验和样板。

一头是家，一头是新项目工地。深圳

容德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钟烨用近百张

高铁票串起她的“双城生活”。

晨光微露，钟烨步履匆匆登上从深圳

赶往长沙的高铁。3 个小时后，她出现在

坐落于雨花区高铁新城片区的浏阳河国

际文化科创基地。

2018 年 4 月，长沙雨花区招商团队来

到深圳推介高铁新城片区，钟烨一眼相

中。“背靠浏阳河，前拥高铁站，‘诗歌’和

‘远方’在这里交融，文化 IP 潜力无限。”

10 时 40 分，钟烨主持召开项目公共

区域规划讨论会。参会的，还有从事长沙

文化产业的专家，以及雨花区高铁新城片

区工作人员。这样的讨论会，钟烨参加了

不下十次。提出设计，被专家否定；提出

建议，再三论证……几经打磨，方案雏形

初现。

“长沙不愧为文化创意之都，这里的

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更知道如何挖掘文

化之魂、时尚之潮，我们很受启发。”钟烨

告诉笔者。

15 时 20 分，会议结束。还是在这个

会议室，大家撤下文件、摆上盒饭，会议桌

变餐桌。“我们把这叫‘三点半’午餐。”钟

烨介绍，由于家住深圳事务诸多，很多时

候她只能选择当天来回。为了配合她的

时间，每次会议基本都是 10 时多开始、15

时多结束。中途饿了就垫几块面包。“很

多专家和高铁新城的领导都是这样空着

肚子为我们出谋划策。”钟烨语气里充满

感动。

与高铁速度相媲美的是项目的建设

速度：2020 年 2 月 26 日，该地块成功摘牌；

6 月 27 日，有来自文创、科技、金融等领域

的 32 家企业集体签约落户；截至 9 月中

旬，工地精装、园林、幕墙已经进场；11 月

15 日正式开工建设；12 月 30 日获批预售。

——当年年内摘牌、年内开工、年内

预售、年内完成二次招商，这便是雨花区

高铁新城的“高铁速度”。

最新公布的雨花高铁新城经济成绩单

显示，2020 年，44 个项目完成年度建设任

务，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 126亿元。

有“形”数字见证发展之“势”。逆势

而进背后，是雨花高铁新城爬坡过坎、持

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身姿：疫情冲击下，

雨花高铁新城把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作

为应对疫情最有力的举措，吹响招商引资

集结号，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在这里畅

通——

高铁的集聚和虹吸效应，拉开了城市

未来发展的空间。11 年风驰电掣，如今长

沙的高铁网络，东到上海、西至昆明、北到

沈阳、南到香港，跨长江，越湘江，穿南岭，

衔珠江，可直达全国 23 个省会城市(直辖

市)和香港。

高铁、地铁、磁浮快线等多种高效快

速交通方式在此对接，将庞大的客流带到

全国各地。长株潭一体化协同发力，长江

经济带联通“一带一路”，江海相连，激荡

澎湃，汇入世界经济大潮。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在这里

汇聚——

吾悦广场、明昇壹城、绿地城际空间

站等项目纷纷落子。高耸的绿地城际空

间站是高铁新城的地标性建筑。“火车南

站的区位优势，集聚效应以及这个片区的

发展前景都是我们比较看好的。”该项目

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在绿地长沙城

际空间站 1 家五星级酒店、5 家星级酒店、

“绿地 G-super”、“百思特”、“国美电器”

等品牌集中签约入驻，长沙南部将崛起

“星级酒店集群”。

项目建设逐步深入：“长沙之门”项目

地块历经多轮招商洽谈，预计将于 2021

年一季度挂牌出让；潭阳洲区域将开发文

化创意、体育健康等业态，打造洲岛开发

建设新地标；2020 年 12 月 25 日，中核长沙

核特色医疗项目签订战略协议，将推进重

离子医院、核素专科医院、康复医院以及

配套医养社区等项目选址投资建设，促进

长沙核特色医疗产业发展，雨花高铁新城

片区将迎来第一所三甲医院……

风雨洗礼更坚劲。眼下，穿行在雨花

高铁新城片区，只见一处处建设工地塔吊

林立，一幢幢楼宇拔地而起，一条条街巷

生机盎然……雨花高铁新城片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2020年9月，
高铁新城区块纳
入中国（湖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长
沙 片 区 ，定 位 为

“省会城市商务客
厅”和高端现代服
务 业 集 聚 新 区 。
一个个已经建成
投产或在建产业
项目正在储备潜
能，集聚后劲，雨
花高铁新城正在
厚植优势，厚积薄
发。 高兴 摄

项目建设势
头强劲，客商纷至
沓来。2020 年 4
月，核心项目绿地
长沙城际空间站，
举行首批品牌签
约 入 驻 仪 式 。 6
家星级酒店正式
集体入驻高铁新
城片区，同时签约
的还有高端办公、
购物中心、娱乐休
闲等配套项目。

高兴 摄

开放的姿态——用国际化的视野抓产业

浏阳河国际文化科创基地（一期）实现当年年内摘牌、年内开工、年内预售、年内完成二次招商，将打造智慧经济时代产城融

合标杆项目——“浏阳河国际文化科技产业中心”。

20202020年以来年以来，，长沙市雨花高铁新城片区长沙市雨花高铁新城片区
以以““十大行动十大行动””为抓手为抓手，，吹响项目攻坚吹响项目攻坚““冲锋冲锋
号号””。。这其中既有补短板的基础设施项目这其中既有补短板的基础设施项目，，也也
有增强有增强、、转换发展动能的产业项目转换发展动能的产业项目，，既保障经既保障经
济稳中有进济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提质、、稳中向好稳中向好，，又满足人又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图为重点项目吾图为重点项目吾
悦广场悦广场。。 范远志范远志 摄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雨花高铁新城提供)

以高端商务区、生态文旅区为功能定位，雨花高铁新城发展指向分明，产业
集群效应更加明显。 范远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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