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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栏山圈地4200亩，打造“中国视谷”
长沙朝正垸将建视频文创产业园，已进入招商阶段

本报12月12日讯 因被浏
阳河环绕、 片区形似鸭嘴而得
名的长沙市鸭子铺， 在对数千
亩土地进行平整后， 将打造成
中国最好的视频基地———“中

国视谷”。日前，项目土地平整
已进入尾声， 即将在月内迎来
奠基仪式，建设完成后，将形成
“北有中关村、 南有马栏山”的
行业格局。

本报12月12日讯 继太平
街与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后，位
于长沙北部的铜官老街，可能成
为长沙市第三个历史文化街区。
今日，《长沙市铜官老街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在长沙市规划
局官网批前公示， 根据规划，街
区内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
特色等将得到保护，铜官老街将
成为一个宜居、宜赏、宜游和宜
商的历史文化街区。

本次规划范围北至梅铜
路、南至陶城路、西至湘江路、
东至云母山山体边界， 总用地
面积56.16公顷，其中核心保护
区面积为6.42公顷， 建筑控制
地带面积约25公顷。

规划目标为保护街区内历
史文化遗产、 传统风貌特色和
传统民居格局，激发街区活力，
使铜官老街成为宜居、宜赏、宜
游和宜商的历史文化街区。

正在批前公示的规划将范
围内的保护内容分为物质空间
保护对象和非物质保护对象两

大类，前者包括文保单位、街巷
与院落空间、名木古树等等，后
者包括祭窑神、 烧宝塔等节庆
习俗， 泥人刘陶艺馆等制瓷老
字号，以及坛子肉、火焙鱼、冬
笋炒腊肉等特色饮食。

为了保证铜官老街历史文
化街区主要景观视线走廊的开
阔通畅，规划还将范围内的建、
构筑物按维持原高、 控高不超
过9米、控高不超过12米、控高
不超过15米分别进行高度控
制， 沿江立面建筑和老街内街
建筑的立面也将接受改造。

铜官老街在唐代已基本形
成，历来以陶瓷闻名于世，开世
界釉下多彩先河， 千年窑火一
直未断。2015年时，铜官入选第
三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
村示范名单。此前，长沙市共有
太平街和潮宗街两处历史文化
街区， 此次规划通过后将为铜
官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和管
理提供依据。

■记者 叶子君

12月12日，长沙市开福区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建设现场，已开始进行施工道路建设及土地平整。 记者 田超 摄

城建连线

长沙铜官老街或建成历史文化街区

本报12月12日讯 12月16
日，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
经信委将三部门联动， 在中国
湖南人才市场发布《2018年湖
南省“芙蓉人才行动计划”重点
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并同步举
办湖南省重点优势产业人才专
场招聘会、 海内外高端人才网
上交流会。

为了解湖南省重点优势产
业人才现状、企业人才缺口和招
才引智难题，今年5月至8月，省
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经信
委、省教育厅等多个部门，共同
开展了湖南省重点优势产业人
才需求情况专题调研，收集到的
人才需求信息，将通过《2018年

湖南省“芙蓉人才行动计划”重点
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发布。

发布会当天， 湖南省重点优
势产业人才专场招聘会将同步举
行。 目前已有182家企业报名参
会。记者了解到，此次参会的企业
包括中车株洲电机、隆平高科、华
曙高科、湘电集团、永清环保、威
胜集团、 桑顿新能源等重点优势
产业的龙头企业。 招聘会侧重于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业、 电力装备
业、节能环保业、金融等行业，提
供一大批高精尖岗位和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待遇。 同时对
求职者要求也比较高， 如芯片设
计工程师、风力发电机研发、电子
电力开发工程师、设备工程师、生
产运营经理等岗位， 要求应聘者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或者3年以
上的相关经验， 部分岗位还要求
应聘者有海外背景， 在相关研发
领域有所成就。

本场招聘会还将提供一批
面向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的
岗位。截至目前，已有百名高层
次人才和上千名留学归国人员
报名参会。

另外，为了更好地服务湖南省
重点优势产业，2017年湖南省海内
外高端人才网上交流会也将于16
日启动，持续一个月。300余家重点
优势产业企业届时将同时在湖南
人才网等发布海量高端职位。

了解本次活动详情， 可登录
活动官网www.hnrcsc.com。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陆江

我省将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
本周六将举行重点人才和高端人才招聘会

本报12月12日讯 长沙蔬
菜价格再次进入上升通道。据
长沙市价监局监测中心监测显
示， 本周（12月6日-12月11
日)，长沙八大类商品“2涨2跌4
持平”。其中肉蛋类和水果类均
价 环 比 上 周 下 跌 0.23% 和
0.88%；水产类和蔬菜类均价环
比分别上涨0.06%和1.42%；成
品粮、食用油、调味品和副食品
价格环比持平。

“蔬菜又涨了。”今天，在长
沙毛家桥、沙湖桥菜市场，一些
家庭主妇们在菜市场逛一圈后
发现，叶类蔬菜、辣椒等纷纷涨
价。在毛家桥菜市场，原来4.5
元一斤的武汉红菜薹最便宜也
要5元/斤， 之前价格很亲民的

本地大白菜也由1.5元/斤涨到
了2元/斤，黄瓜、蒜薹等蔬菜也
都悄悄上涨； 各种辣椒价格纷
纷上涨，原来4.5元左右一斤的
螺丝辣椒现在逼近7元一斤，小
米辣椒价格涨幅最大， 每斤的
售价从原来的6元涨至17元左
右。在伍家岭一家菜店，家住明
珠苑的王女士买了一小捧小米
辣椒，忍不住抱怨，“17元一斤，
这辣椒比肉都贵。”

长沙市价监局监测中心
监测显示，本周蔬菜类零售均
价为 3.67元 /斤 ， 环比上涨
1.42%； 监测的15个蔬菜品种
“9涨6跌”。

蔬菜为何纷纷涨价？据介
绍，受季节性影响，本地菜上

市量仍较少，本周，北方地区出现
降雪过程，不少蔬菜基地的大棚菜
遭遇低温，产量和品质均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外运菜成本增加，带动
本周长沙市场上的蔬菜零售均价
上扬。

据监测，本周水产类价格有涨
有跌，零售均价基本平稳；肉蛋类
零售均价为23.93元/斤， 环比下跌
0.23%。“牛肉价格因需求减少，价
格稍降，拉低肉蛋类整体均价。”据
长沙市价监局监测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眼下，随着年节越来越近，猪
肉销售将开始进入高峰期，加上近
期冷鲜猪肉涨价，也带动了鲜肉零
售价的上调，预计后期肉蛋类商品
价格仍将呈现上扬态势。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长沙菜价再次攀升小米辣椒比肉还贵

朝正垸地处长沙市“一轴
两带六组团” 的北部综合发展
带上， 是进入长沙市主城区的
东大门，有资料显示，建成后的
朝正垸将成为集文化、商业、滨
水风光、 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辐射周边区域的复合型综合
功能区时尚中心。

今年8月时， 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召开了城市设计
国际邀请招标评审会，来自德
国、新加坡、上海、深圳的四家
设计单位分别展示了各具特
色的方案。

按照产业园的发展定位，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区将坚持
“科文融合、跨界互动、创客云
集、共生发展”的理念，以数字
视频内容生产制作为核心，以

数字视频创意为龙头， 以数字
视频金融服务、版权服务、软件
研发为支撑， 配套衍生数字视
频设计服务、生活服务、视频电
商、 视频主题教育培训等全产
业链集群， 致力打造数字视频
创新企业生态孵化器、 数字视
频内容生产大本营、 视频版权
交易市场、 视频版权衍生产业
集聚区， 力争形成“北有中关
村，南有马栏山”的行业引领格
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
国最好的视频基地———“中国
视谷”。

据了解，马栏山视频文创
园已进入招商阶段， 并吸引
了一批文创企业前来洽谈和
对接。

■记者 叶子君

【目标】 对标中关村打造中国视谷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位于长
沙市开福区朝正垸鸭子铺，北
到三一大道，东至万家丽北路，
西南两面为浏阳河九道湾环
绕， 规划用地面积为4200亩。
“鸭嘴铺”得名因形似鸭嘴。

今日上午10点， 三湘都市
报记者抵达现场时看到， 场地
已经基本平整完毕， 在鸭子铺
路与万家丽路口西南角， 一处
造型别致的临时招商中心正在

搭建中。
现场一位施工人员介绍，

土地平整前，已对鸭子铺四周
堤线进行调整、 对堤防做加
高，使朝正垸片区的防洪标准
从30年一遇提高到了200年一
遇。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建设
完成园区内道路，启动湿地等
水生态景观的建设。

本月内， 马栏山视频文创
园将迎来正式奠基施工。

【现场】 鸭子铺4200亩土地正在平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