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珈维是湖南航空的一名飞行员。2020
年 12 月，湖南航空新引进的两架飞机需要派
机组去法国图卢兹接回。当时，中国的疫情虽
已得到控制，但欧洲疫情十分严重。当公司在
选择接机人选时，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刘珈维
主动请战。

逆行欧洲，感染的风险很大。刘珈维与其
他飞行同事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经历十几小时
飞行，在数十小时粮水未进、频繁的核酸检测、
接机前后隔离近一个月的重重考验下，圆满完
成任务。

“‘心在人民，利归天下’。我们始终坚持
党建引领，筑牢园区发展根基，今年，组织了参
观胡耀邦故居等三次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
举办了‘学党史 颂党恩 跟党走’主题演讲比
赛，同时为湖南航空发展了 4 名党员。”长沙县
委常委、中国（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临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国良说。

2020 年 12 月 1 日，湖南航空正式获得了
“湖南”身份。前期，临空区主动解决湖南航空
过渡办公场所问题，优先保障公司员工公租房
300 套，精细优化扶持政策，为湖南航空“安家
落户”创造了充足条件。

“按照新时代新要求，要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保障作用，切实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

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王国良表示。
以“红色引擎”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区党工

委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2020 年共组织开
展了专题学习 16 次，邀请专家授课 2 次，组织
全体党员到徐特立故居纪念馆、许光达故居、
杨立三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员活动；打
造园区航空运输类企业党建服务特色品牌，探
索中小物流企业建立联合党支部，完善自贸试
验区党建服务功能，发挥党建服务引领园区企
业发展和融合功能，强化园区企业之间交流互
动，增强园区党员归属感、幸福感，实现园区党
建工作全覆盖。

创新是产业的驱动力，而创新驱动实质是
人才驱动。

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重点围绕建设内
陆高端现代服务业中心，结合园区产业发展，
加快集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健康
医疗、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境电商、知识产
权保护等各类国内外专业人才；加强人才制度
和政策创新，落实“长沙人才新政 22 条”《中国
(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人才集聚发
展若干措施》人才引进扶持政策；建立完善海
内外高层次人才居留、户籍、住房、就医、社保
及配偶随迁、子女入学、父母康养等服务体系，
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

“当然，除了对‘高精尖缺’人才的需求，我
们也期待园区出现更多像快递小哥黄波一样
具有工匠精神的行业能手。”

黄波是自贸临空区顺丰快递公司的一名
收派员。如今，他每天收发件超 300 票，在进
入行业 9 年的时间里，送到客户手的快件已经
超过百万件，他以敬业的态度和优质的服务，
赢得所有客户的信任和喜爱。

“每一个快递件对于客户来说都非常重要，
我们少休息一点，认真负责一点，就能给很多人
带来方便。”今年，黄波更是被评为全国邮政行
业劳动模范，并获得了长沙市五一劳动奖章。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自贸临空区长沙顺
丰丰泰产业园项目二期已完成封顶，将进一步
推动物流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临空头雁待振翅，羽翼渐丰搏长空！“十四
五”期间，自贸临空区争当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的领头雁，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奋力建
设现代化新湖南的进程中振翅翱翔。

临空添新羽 振翅翔云霄
——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临空区块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纪实

周小雷 陈丽丹 陈昱烨

向东，远离繁华的城市中心 30 公
里处，伴随着一架架银鹰冲破云霄，长
沙经济东翼成腾飞之势。

一寸寸巨变的土地，打开湖湘开放
大门——

2016 年 5 月 31 日，湖南省唯一的
临空型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准设立，
为湖南开放崛起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2017 年 5 月 9 日，全国第七个、中
部地区第一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批设立，
140平方公里的热土成为湖南“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的战略门户。

2019年 9月 21日，中国(湖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其中长沙片区
79.98 平方公里，覆盖临空片区核心区
域，湖南迎来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
地的新时代。

2021 年 6 月 17 日，长沙黄花综合
保税区二期通过了联合验收组的实地
查验和综合评审，即将开启整区封关运
行的崭新阶段，成为全省对外开放的

“桥头堡”和长沙开放发展的“新引擎”。
一串串惊艳的数字，彰显湖南发展

力量——
这里，让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40余个品类海鲜产品“飞”上湖南市
民的餐桌，让“湖南造”的工程机械、汽
车、湘绣等湘品飞往世界各地，首期封

关运行以来黄花综保区累计实现进出
口额近 200亿美元。

这里，先后引进了厦门航空、湖南
航空、奥凯航空、顺丰速运、普洛斯物
流、百联奥特莱斯、华远空港国际城、养
天和医药物流园等重大项目 40 余个，
总投资超 500亿元。

这里，叠加自贸区、临空区、综保
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优势，“四上”
企业 89 家，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累计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000 亿元，实际利
用外资 2.11亿美元。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

新征程中，随着航空业的高速发
展，长沙临空区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挥洒着开放崛起、创新引领的豪迈气
概，致力于示范全国、连通世界，共创美
好未来。

风举云飞
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

作为长沙县“一核三城”中东部临
空产业城的承载地，临空区从 2010 年
起就拉开了建设序幕。

10 年来，县政府累计投入近 200 亿
元用于临空核心区的水、电、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先后拉通了人民东路、机场
联络线、黄金大道、大元路等 30 余条片
区主次干道，构建起机场、高铁、高速公
路、磁悬浮、地铁、城市主干道六位一体
的现代化交通体系；建成投用了北师大
长沙附校、110KV 临空变电站、临空污
水处理中心等一批重大配套项目。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
推进，长沙临空区以“会当凌绝顶”的高
姿态崛起于星城之东。

按照“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思路，
整合黄花综保区和长沙临空产业集聚
区，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临空党工
委、管委会组建，进一步理顺片区管理
体制。

在自贸区、临空区、综保区、跨境电
商综试区等多重功能叠加下，《长沙临
空片区十四五发展规划》《长沙市一体
两翼格局下长沙县东临空区域发展战
略规划》《长沙临空产业集聚区战略规
划》编制工作启动，《长沙临空经济示范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批前公示。

一子落，满盘活。
“开放不再是一种‘度’的简单量变，

而是更侧重于‘质’的不断跨越”。长沙
市委常委、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
县委书记、中国（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
片区临空党工委书记沈裕谋表示，制度
创新成为临空区改革发展的核心。

2016 年，黄花综保区获批后，县委
主要领导带队赴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
和省市相关部门进行及时对接，并赴美

国、加拿大、北京、上海等国内外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考察学习，按照“一次规划、
分批建设”的指导思想，综保区顺利实
现验收、封关、运行“三个同步”，并刷新
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速度。

目前，临空区主动梳理承接自贸区
长沙片区 113 项改革事项中的 98 项，大
力推动 19 项重点改革事项（含 3 项先行
先试课题）落地;率先完成首个创新案
例——邮件、快件、跨境电商集约式发
展新模式；提炼了 1 条可复制推广经验
——鲜活海产品混合规格进口监管创
新模式；另有区港联动、进出口商品展
示交易、文物回流等 11 项取得实质性
进展。

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厚
植企业发展沃土，临空区又从营商环境

“小切口”着手，取得了深化改革的“大
突破”。

机场指定口岸由 2018 年前的 2 个
增加到现在的 4 个，口岸功能得到不同
程度发挥；国际全货机航线由 2017 年
前的 0 条增开到现在的 9 条，基本连通
五大洲；

加紧推进的“区港联动”建设，完成
后进口货物可以从停机坪直接到综保
区货站理货，出口货物可以直接打板安
检登机，通关效率将再提高 30%以上，
企业的物流成本将节省 50%，进而形成
黄花综保区核心通关竞争优势。

全面推行“保姆式”服务，成立了专
业帮代办服务中心，免费为企业提供全
程服务，做到“一件事一次办”，设立了
长沙临空产业基金和供应链金融服务
公司，获得银行授信近 20 亿元，及时化
解企业资金周转难题……

跃上高处，落在实处。

临空共舞
高质量引进来，高水平走出去

“湖南不靠海，不沿边，走向世界靠蓝天。”
随着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不断扩大，作为湖
南开放的窗口、联通世界的纽带，得天独厚的

“临空特色”“多区叠加”的功能优势赋予自贸
临空区对接新丝路的新使命。

自贸临空区因地制宜布局主导产业，与
省 内 其 他 园 区 实 现 错 位 发 展 、优 势 互 补 ，以

“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探索出适合园区发展
的 招 商 机 制 ，设 立 了 多 个 重 点 招 商 小 组 和 1
个驻深招商点，分组包干招商任务，做到“走
出去招商”“集中招商”“网络招商”和“以商招
商”等多种方式并举；针对医药健康和电子信
息两类临空偏好型重点产业，研究制定专项
招商方案。

围绕产业定位，临空区瞄准长三角、珠三
角，先后赴北京、深圳、广州等地开展小分队招
商及项目考察 40 余次，并成功举办长沙临空
国际贸易（上海）合作推介会、湖南省药品行业
流通协会标准大会、第十五届中国成长型医药
企业发展论坛、第六届中国民营企业大会等系
列重大招商活动，实现项目签约百亿。

自贸临空区以黄花综保区为外贸经济集
聚区龙头，巩固发展“四园三中心”产业——

加工贸易产业园以电子信息、医疗器械、
贵金属加工等为主，已引进相关企业 40 余家，
推进企业“入规、升高、上市”及转型升级；海鲜
产业园集聚了年年有鱼等 10 余家海鲜企业，
可从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购 40 余个品类
海鲜产品，“世界海鲜产业园”初具规模；跨境

电商引进了云集、拼多多等一批知名平台服务
商；进口药品产业园建成并投用了进口药品公
共服务平台，引进了“马克凯文”“瑞德肝脏疾
病研究”等重点医药研发项目；高端水果集散
中心已落地绿叶水果、沁果等近 10 家企业，开
通多条临时包机航线；中高端进口工业品国内
分拨中心通过大力发展保税物流，更好地服务
长沙经开区、浏阳经开区等周边园区企业，促
进“区区融合”；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即将
投用，已经对接好一批意向入驻项目，致力打
造市民“买全球”“卖全球”目的地。

勇当开放先锋！2020 年，黄花综保区实现
外贸进出口额 75 亿美元，占全省的 10.58%。

今年 3 月，湖南自贸区首个以数字贸易为
特色的专业子园区——“黄花数字贸易港”开
园投产，首批 12 个重点项目签约入驻，省内 7
所高校联袂授牌，携手打造长沙数字贸易产业
发展示范基地。

临空共舞，百花齐放春满园！
自贸临空区进驻了以中国邮政、顺丰和圆

通航空物流项目为代表的航空物流业，以湖南
航空、厦航、奥凯航空公司基地为代表的航空
服务业，以百联奥特莱斯、联通数字阅读基地
和凯悦嘉轩酒店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等重大
项目 40 余个；另有重点洽谈项目 30 余个，其中
航天彩虹无人机项目、宇培供应链华中大区总
部、华夏云翼湖南总部、北京丹大生物科技、湖
南补天医药健康产业园、国华芯科技等有望近
期落地。

筑梦而行
强党建聚人才，谋创新兴产业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卡口、通关综合大楼。

湘逢“沪洽周”，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长沙黄花综合保
税区12个项目签约，总投资额116亿元。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四园三中心产业布局图。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交通区位示意图。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一角。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作为长沙东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引擎，引领湖南“走向世界”。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临空区块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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