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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城南，有两座标志性建筑，这里

属于长沙自贸会展区。

夜幕之下，长沙国际会议中心灯火璀

璨、流光溢彩。远远望去，建筑幕墙和金属

屋面似重峦叠嶂，颇为壮观。这个中部地

区面积最大的会议中心，因状如一目，被市

民亲切称为“长沙之眼”，它紧邻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与长沙火车南站隔河相望，是自

贸会展区最亮眼的地标之一。而其一侧，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人潮涌动。这个占地

800 亩、总投资近 60 亿元、全省最大、中部

一流的展馆自 2016 年首展以来，先后举办

了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华为生态伙伴大

会、住宅产业博览会、中国中部（湖南）国际

农博会、长沙智能制造博览会、湖南国际车

展等诸多展会，成为长沙会展经济实现新

发展、新飞跃的“航空母舰”。

蜿蜒的浏阳河见证着一座会展新城

的崛起。会展区 30 平方公里中有 9.84 平

方公里纳入自贸区长沙片区范畴。在“强

省会”战略中，自贸会展区目标明确：建设

内陆开放高地、打造会展湘军品牌，建设

国际中高端会议会展承办地、现代服务业

集聚新区，建设国际化、高质量发展引领

区和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示

范区。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会议会展配套产

业建设也在同步进行。在长沙国际会议中

心北面，一座水波纹外观的建筑在阳光照

耀下格外璀璨。在时光的维度里，只争朝

夕是最好的奋进指引；在实践的坐标里，跨

越赶超是最好的行动宣言。

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自贸会展区凝心

聚力，通过聚焦制度创新、项目招商、产业培

育等，加快工作步伐，加大工作力度，去年新

引进企业 813家，超任务目标 263家；新增内

资企业注册资本 23.6 亿元，增幅 268.2%；引

进金融机构 6家，超任务目标 3家；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63.91亿元，增幅 18.1%。

今年 1 至 3 月，新增企业完成 345 个，

引进“三类 500 强”项目含总部 1 个，引进 1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

雄关漫道真如铁！在“强省会”的征

途中，作为湖南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区块，湖

南自贸区长沙县区块将紧扣“三高四新”战

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强化创新动力，提升改

革动力，扩大开放动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

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湖南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实施强省会战略”，为

长沙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赋予新的使命。

主峰磅礴则群山巍峨。如何充分发挥省

会城市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以“省会强”助力

“湖南强”？强省会，星沙该怎么干，如何以星

沙之强助力省会之强？

地位决定使命担当。2020 年 9 月，湖南自

贸试验区长沙片区正式揭牌，这是湖南自贸试

验区面积最大、体量最大、承载任务最多的板

块，占了湖南自贸试验区总面积的 2/3，而长沙

县区块又是长沙片区的绝对主战场，长沙片区

91%的面积在长沙县区块。

如果说长沙片区是“领头雁”，承载着打造

全球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内陆地区高端现代

服务业中心、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中部

地区崛起增长极的重要使命。那么，长沙县区

块就是“排头兵”，在“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

发展”中，长沙县区块为长沙片区，为湖南自贸

试验区全力当好了先行者和推动者。

“强省会”战略是省委历史性首次提出的

新要求，新部署，这既是一份历史使命，更是一

张时代考卷。长沙县区块扎实落实上级部署，

积极推进外向型产业发展，围绕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电子商务、农

业科技等产业，广汽菲克、上汽大众新车型、怡

亚通等 16 个“三类 500 强”项目落户该区块。

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铁建重工、山河智能四大

工程机械企业进入世界 50 强，先进制造业国

际化水平加速提升。

围绕“强省会”战略，自贸经开区板块

在强化规划引领上深耕细作。扎实推进调

区扩区。成立调区扩区工作领导小组和工

作专班，全力开展园区土地利用清理专项

行动，形成了 10 余项技术成果初稿，为调区

扩区工作打好基础。探索亩均效益改革试

点。召开“改革再出发 亩均论英雄”亩均

效益提升动员大会，发布《关于推进“两区”

亩均效益改革试点工作三年行动方案》等

系列政策，全面启动亩均效益改革试点工

作，帮促企业转型升级。

在建好创新平台上开拓进取。长沙经

开区加速建设“一城两港三中心”。自贸创

新中心正在积极筹备，其他重大平台都已

投入运行。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平台提质。

湖南国重智联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获

批创建省工程机械创新中心，技术合同认

定登记点等一批平台相继落户园区。“经开

集市”活动特色纷呈。人才集市方面，2022

年以来，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38 期，引才

人数约 3200 余人。

在推动产业升级上质效倍增。长沙经

开区瞄准“三端”开展主题招商。今年以

来，共新引进 5000 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7 个，

总投资额 187.5 亿元，其中“三类 500 强”项

目 3 个。支持企业高质高效发展。目前全

区园区规模工业企业智能制造试点项目覆

盖率已达 90%以上，力争 2022 年底基本全

覆盖，全力争取创建国家智能制造先行区。

在制度创新上赋能发展。长沙经开区

围绕自贸创新大胆先试。总结提炼了打造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方案、知识产权“前置

保护”新模式、工程机械二手设备出口制度

体系等 16 项经验案例，其中 9 项入选湖南

自贸试验区首批改革创新成果，4 项案例入

选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自由贸易试

验区发展报告 2021》，3 项案例已申报全国

自贸试验区新一批改革试点经验。聚焦项

目建设提速改革。

在树立发展形象上不遗余力。长沙经

开区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成立专门的营商

环境工作部门，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项目

建设和企业发展作为园区首要任务；出台

国际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切实指导

营商环境优化。打造绿色低碳环境。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绿色制造，截至目

前，园区共有国家级绿色工厂 12 家、省级绿

色工厂 9 家，省级以上绿色产品 7 家。

今 年 1 至 3 月 ，园 区 完 成 全 社 会 固 投

73.2 亿元，增长 33.1%。2022 年，长沙经开

区列入市重大项目 94 个，这些项目计划总

投资 1149.6 亿元，其中，2022 年度计划投资

200.6 亿元。

在政策红利不断地加持和外溢下，自

贸区域产业凝聚力显著提升。湖南易码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易桂丰说：“整个的

‘强省会’战略它一定会往高端制造业去发

展，我们会继续加大研发的投入，把超过

30%的营收投入到我们整个研发创新里面

去。”

率先率先、、争先争先、、领先领先！！
——“强省会”，湖南自贸区长沙县区块在行动

全力当好先行者和推动者

开放高地上打造会展湘军品牌

强规划在制度创新上赋能发展

周小雷 熊远帆 周瑶

4 月 19 日下午，阳光灿烂，春和景明。

长沙市奋力实施“强省会”战略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在湖南自贸试验区长沙县区块

举行，包括长沙自贸临空区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产业园项目在内的 293 个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预估总投资 1209亿元。

长沙自贸临空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

业园项目总投资 52 亿元，总用地规模约

1000 亩，达产后预计年产值不低于 50 亿

元。

20 日下午，“‘强省会’，湖南自贸区长

沙县区块在行动”也将在长沙自贸临空区

进行 2 轮签约活动。长沙自贸临空区与高

桥大市场对非及 RCEP 全面战略合作项目、

宝湾华中跨境贸易智能产业园项目、天河

汇高链半导体产业基地项目……笔者了解

到，此次集中签约重点产业项目共 38 个，

总投资 266.7亿元，涉及对非及 RCEP战略合

作、跨境贸易、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多个

领域。这些签约，更是一次高质量发展的

“联姻”与碰撞，擦出了绚烂的火花！这么

多优质项目，为何集聚湖南自贸区长沙县

区块这个“洼地”？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长沙县作

为全省全市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改革开

放的主阵地、主战场，在实施‘强省会’战略

上地位独特、作用重要、使命重大、责无旁

贷。”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

记付旭明说，“强省会”战略，湖南自贸区长

沙县区块就是要切实肩负好“三高四新”战

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主动抬高发展坐标，以

开展“四个年”行动为重要抓手，做到“率

先、争先、领先”。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国内一流、中部领先的综合性场馆。 彭国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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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山河智能地下工程装备全球发布会举行。
（山河智能供图）

暮春时节，在长沙自贸临空区各个重点项目施

工现场，塔吊林立、勾机开槽、桩机打桩、机器轰鸣、

施工人员忙忙碌碌……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

景象，这是长沙自贸临空区大力推进实施“强省会”

战略，奋力开创园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场景之一。

长沙自贸临空区位于长沙东部，紧邻黄花国际

机场，统筹管辖面积 66.7 平方公里，其中纳入自贸

区面积为 15.94 平方公里。汇集了“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

区”“加工贸易产业园”五大国家级平台，是五区叠加

的核心、交通枢纽的中心、开放门户的轴心的“三心

之区”。长沙自贸临空区按照“三年成形、五年成城”

的要求，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和项目建设进度，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高品质建设临空产业新城。

针对“强省会”战略，长沙自贸临空区结合园区实

际，逐条细化量化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人、时间表和路

线图，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对上级文件进行研究

梳理，涉及长沙自贸临空区事项任务共 30项，逐条明

确了牵头领导和责任单位，形成《自贸临空区贯彻落

实“强省会”战略责任分解清单》。围绕 1000亿产值、

2500亿外贸和 100万吨货邮吞吐量三大五年期目标，

紧盯外资外贸、重点项目等关键任务精准发力，以实

干实绩实效彰显长沙自贸临空区担当作为。

近日，走进位于长沙自贸临空区的中国邮政长

沙国际邮件互换局，这里平均每天有 2.2 万余件国际

邮件、快件以及跨境电商包裹发往世界各地。

“在物流口岸、邮政、海关、商务等部门的共同推

动下，长沙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国际邮件、国际快

件、跨境电商业务集约式发展新模式，将 3 个场所和

3 套监管系统合而为一，实现从换场地到换界面、从

搬货物到搬数据的转变，取得降本、增效、促发展的

创新效果。”长沙自贸临空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勇担“强省会”战略先锋，长沙自贸临空区有独

特的开放优势和无限的发展潜力。

园区拥有“空、铁、陆、磁”多式联运立体交通体

系，重点依托的黄花国际机场是中部首家千万级“四

星级国际机场”，通航国内外近 150 个城市，是中西

部地区覆盖东盟和 RCEP 国家最多的机场；武广、沪

昆、渝长厦等高铁在这里呈“米”字型交错，辐射全国

8 亿多人口。湖南自贸试验区获批仅 3 个月，园区就

探索完成长沙片区首个制度创新案例，“邮快跨”集

约发展新模式成为湖南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级创

新案例。跨境电商新零售、区港联动、同飞工程、“标

准地+承诺制”用地模式、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易等重

点创新课题均有重大进展。长沙自贸临空区充分发

挥综保区功能，复制落地了一般纳税人试点、简化进

出区、四自一简、便利货物流转、分类监管、跨境电商

发展等多项政策，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不断释放开放

发展新活力。同时，长沙自贸临空区致力打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新建的园区政务服务中心行政效能

优质，提供全流程、一站式帮代服务，与机场、海关、

口岸、外汇、税务、金融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

落实“强省会”战略举措，这里是高端产业集聚

的发展热土，必将释放经济增长的强劲动能。长沙

自贸临空区按照“南工、北城、中贸易”的产业布局，

重点集聚航空物流、航空服务、临空制造等临空偏好

型产业。2021 年以来，新引进北京声迅安防产业园、

养益君生物、井贝跨境电商产业园、湘军通航等重大

项目 45 个、总投资 231 亿元。现有航空航天制造、医

疗医美、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等重点在谈项目 45

个，总投资 608 亿元。

“我们将以产业项目为载体，推动区域高水平开

放、高质量发展。按照‘强省会’战略的要求，力争到

2026 年，实现产值过 1000 亿，进出口额突破 2500 亿

元，航空货运吞吐量突破 100 万吨……”面对未来，

长沙自贸临空区信心满满。

以实干彰显自贸临空担当

①②4月 19日下午，长沙市奋力实施“强省会”战略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长沙自贸临空区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产业园项目举行。 金慧 摄

自贸临空展新颜。 彭国明 摄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