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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浏阳河东岸， 这片自己
生活了半辈子的滩坡上， 罗毅华
感到既欣慰又幸福， 曾经破旧的
小村庄， 很快就要变成瞩目的产
业中心。12月20日是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奠基的日子， 罗毅华
和几个乡亲们也一起赶了过来，
他们希望亲眼见证小村庄华丽蜕
变的重要时刻。

当日上午8时30分，在现场近
万人的祝福和掌声中， 马栏山视
频文创产业园正式揭牌。

“这是长沙市北部产业发展
轴和浏阳河文化旅游产业带上的
一个重要节点和载体。”谈及产业
园的未来发展， 长沙市市长陈文
浩认为， 核心就是要建设成以数
字视频产业为主导、 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中国视谷”。

为此，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将抢抓数字信息时代文化产业
发展重大机遇，依托既有优势，形
成核心竞争力。 并在改革创新上

先行先试， 在文化创意上实施普
惠政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形
成系列配套服务措施， 实现优质
创意与配套资源无缝对接。

陈文浩强调， 要营造良好生
态环境， 通过制度创新打造人才
高地， 通过园区发展提升长沙品
质，打造具有强烈“LOGO”记忆
的园区，真正实现“北有中关村、
南有马栏山”战略目标，打造中国
视频产业生态圈， 努力将马栏山
建成中国最好最大的视频基地。

据悉，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规划的核心区有5平方公里。根
据中远期开发建设需要， 园区周
边还规划了约10平方公里的拓展
区。

目前，4200亩土地的平整已
经完成，园区基础设施、城市配套
ICT及为开工奠基所准备的现场
指挥部、 招商大楼、 规划馆已建
成， 金鹰城也被纳入园区建设范
围。

近年来，广发银行积极响
应并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
议，深入推进国际化、综合化
经营发展，依托“交易银行”架
构，以优质的金融服务，为“一
带一路”建设和中资企业“走
出去”提供订制化、全方位、综
合化的金融服务。

信贷资源重点倾斜

“一带一路” 沿线发展中
国家较多，基础设施建设等项
目需求较大，且往往面临建设
能力不足、 资金短缺等问题，
具有迫切的融资需求。在风险
可控的基础上，广发银行结合
自身经营情况，持续推进信贷
资源的择优投放，支持战略物
资、重大技术设备进口和成套
设备出口等贸易融资项目以
及境外股权并购、 项目投资、
工程承包等符合国家经济发
展政策的“走出去”项目。

通过不断完善自身跨境
金融业务，广发银行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结
构性跨境融资方案和电子渠
道的服务。在授信政策、外币
头寸、 业务审批等方面均向
“走出去”企业进行倾斜，帮助
企业以更短时间获得低成本
的融资支持，满足走出去企业
的境外股权投资、 项目投资、
工程承包或流动资金等需求,
为我国企业克服“走出去”制
约因素，在海外投资“走得稳”
提供支持。

不断创新产品服务

“一带一路”中资企业，往
往在国际结算、保函、并购融
资等方面有较多需求。广发银
行通过不断的产品和服务的
创新，根据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项目企业的实际需求，广发
银行制定行内协同方案，加强
境内外分支机构的跨境联动，
借助丰富的海外代理行渠道，
完善的跨境结算服务体系，全
球化的现金管理系统，为客户
提供集国际贸易融资、供应链
金融、现金管理、跨境人民币
业务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全面服务于客户的外汇结算、
融资及避险需求。

广发银行创新推出了跨
境人民币及外币资金池、个性
化保函、外汇专项贷款、风参
直贷等多种产品。进行海外并
购的企业资金需求往往较大，
银团项下内保外贷或外汇专
项贷款，可以满足这些“走出
去” 客户的境外大额融资需
求，降低客户融资成本。

提升国际结算效率

针对国内服务“一带一
路”地区的外贸企业国际结算
业务繁杂、 周期过长的痛点，
广发银行最近创新推出“跨境
瞬时通”系列产品，真正实现
进出口业务的全流程无纸化
服务，极大提高企业国际结算
效率， 有效防范贸易欺诈风
险。

据介绍，“跨境瞬时通”产
品系列包括瞬时达、瞬时结、
瞬时汇、开证瞬时通、来单瞬
时通五个子产品， 形成了从
出口的自助收汇、自助结汇，
到进口的自助付汇、 网银开
证、 电子来单的完整产品链
条。 跨境瞬时通系列产品还
提供短信提醒增值服务，个
性化设置提示信息， 让企业
随时掌握国际结算资金、业务
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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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坐落于长沙市开福区马栏山的
湖南广电异军突起。马栏山随之声名大噪，成为湖南广
电的代名词。如今，马栏山再次被赋予新的内涵———打
造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12月20日上午，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开园、奠
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国防科技大学副政
委史衍良，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出席。

■记者 刘璋景

视频文创产业园不但
能够带动视频产业上下
游、衍生产业发展，还将在
很多方面惠及旅游产业。

“这里将不再只是湖
南广电的代名词， 而是以
湖湘文化为根基、 以湖南
广电为依托、以‘文化+’和
‘互联网+’为手段、以数字
视频为主导产业的文化创
意集聚区。”湖南熙达文化
传播公司负责人黄海兵充
满期待：“这里将是文化行
业领军企业纷纷落子之
地、 创新创意者施展才华
之地、 长沙人引以为傲的
城市名片。”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
委员、 副台长朱皓峰认为，
“马栏山”被浏阳河环绕，依
托于浏阳河风光带，进行园
区旅游及商业配套建设后，
这里将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接下来，马栏山视频文
创产业园将着力打造“一轴
一带，两翼三区多岛”的规
划格局：“一轴”即城市活力
轴；“一带” 即中央景观带；
“两翼” 即滨河生态廊道；
“三区” 即TOD城市综合发
展区、滨河数字文化创意区
和滨河生态区；“多岛”即产
业服务的功能智慧岛。

建设马栏山，对标中关
村，未来的马栏山“有核无
边”。马栏山不限于长沙，辐
射的是全省、 全国乃至全
球；马栏山指向互联网及创
意经济，指向省会建设与区
域经济，指向“一带一部”乃
至“一带一路”。

如何将构想变成现实， 怎样
将产业向前推进？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在筹
备的一年多时间里已经展开了大
量前期调研。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
项目部获悉， 在园区的规划设计
方面，邀请了来自德国、英国、新
加坡及国内尖端规划设计机构，
制定完成了园区4200亩+金鹰影
视文化城3000亩的园区核心规
划设计和定位；产业规划方面，上
海同济大学针对视频产业园就产
学研交易及资本孵化、 人才培育
等进行了专业规划。

在配套措施方面， 长沙市政
府还发布了《关于印发长沙市马
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系列支持政
策的通知》，出台了包含创新园区
运作模式、 支持视频文创企业发
展、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促进
文化金融深度融合、 建设视频文
创人才特区、构建“马栏山指数”
等6项优惠政策，支持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发展。

湖南广播电视台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项目负责人罗再球介
绍，作为园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华
为多次与湖南省进行对接， 针对
世界先进视频产业进行沟通交
流， 旨在为园区提供技术保障。
“行业内新技术新设备新内容是
我们的对接目标， 包括美国的阿
凡达拍摄团队和美国专业视频数
字化处理中心， 马栏山学院建成
后也将为园区发展奠定坚实的人
才基础。”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马栏
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将分三期
推进： 一期致力于实现湖南广电
资源落地， 由长沙市人民政府与
中广天择联手打造； 二期致力于
招商引入具有国际影响力战略合
作伙伴及视频行业领军企业；三
期致力于建成马栏山学院、 研究
院等配套平台。业内人士预计，产
业园建成后就业人员最高达十
万， 园区建设全部完成后初步目
标为千亿级园区， 远期规划为十
年内实体+虚拟园区产值达三千
亿。

战略布局
将建成全国最大视频基地，打造“中国视谷”

产业推进
6项优惠政策助力，千亿级园区呼之欲出

将带动视频、
旅游产业发展

广发银行推进国际化综合化经营
助力“一带一路”发展

“中国视谷”怎么建？本报带你先睹为快
对标中关村，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奠基，将打造千亿级园区，建成全国最大视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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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功能结构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