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前，江夏正將 「創新活區」作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 「發
動機」。

力爭通過五年努力從 「全國創新百強區」前80強挺入到
前50強，把江夏打造成為全國創新發展示範區。

江夏人天生就敢闖敢試，1992年以 「敢為人先」的覺
醒，率先創建省內首個經濟開發區。

2012年以 「破釜沉舟」的膽魄，先平地後招商，在
爭取上汽通用項目中，創造了 「江夏速度」。

當前，江夏正在全區開展 「對標先進、比學趕超」
大比拚、大競賽活動，倒逼幹部作風創新，進一步
激活江夏人骨子裏敢想敢幹的潛質，向高處攀、與
強的比，敢打頭陣、勇立潮頭。

江夏擁有極其豐富的科教資源和科創資源，區內
有 25 所高校、28 萬在校大學生；與區緊鄰的武
大、華科等7所985、211院校，距離僅20分鐘車
程；此外，擁有武漢病毒所、武漢生物所、湖北
江夏實驗室等12家科研機構和60多家創新孵化平
台。

曾經抱着這些創新的 「金飯碗」找飯吃，如今
要努力實現從 「牆內開花牆外香」到 「近水樓台
先得月」的轉變。

近些年，江夏大膽探索資本導入模式，成功與
世界 500 強復星集團、長江產業集團聯合成立
100億元的創新投資基金集群，引進總投資150億
元的新能源電池項目。

在人才吸引力方面，江夏區做大人才總量，像
抓項目一樣建好 「人才庫」，像抓產業一樣畫好
「人才地圖」，持續擴大人才 「版圖」，重點做

好高端領導人才、科技創新人才、專業技術人
才、黨政管理人才、鄉村振興人才 「五類人才」
建設，每年各類人才總數增加2萬人以上。

如今，江夏聚焦湖北 「51020」和武漢 「965」現
代產業體系，加快從 「工業興區」向 「產業興區」
轉變。
通過推進實體經濟多元發展、創新發展，促進創新

鏈和產業鏈互融共進，江夏讓更多 「科技之花」結出
「產業之果」。
有了 「產業之果」做基礎，江夏營商環境不斷優化，

對大企業的吸引力越來越強。
上汽通用武漢分公司2012年落戶江夏，2015年實現整

車下線，截至目前已生產整車400多萬輛。上汽通用武漢
基地在江夏建成投產，多家供應商隨後來江夏，總部位於

上海的博世華域就是其一，扎根江夏8年，博世華域追加6
次投資。
江夏區委書記張斐表示，誰前瞻布局未來產業，誰就掌握發

展主動。以 「五區戰略」為引領，緊緊圍繞 「一示範四先行」
目標，傾力創建車光產業跨界融

合發展示範區，主動打造科
技創新轉化、流域綜合治

理 、 城 鄉 融 合 發 展 、
「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

共同締造」4個先行區，
積極謀劃推進康谷、南

光谷、東車谷、智谷、
農谷 「五谷共建」，大力

發展新能源汽車、大健康、
數字經濟、清潔能源、智能教

育 、 低 碳 經 濟 等 未 來 新 興 產
業，奮力實現 「五谷豐登」，加快

建 成 「中 部 地 區 高 質 量 發 展 示 範
區」。

湖北省武漢市江夏區地處華中腹地，素有
「楚天首縣」 的美譽，歷史源遠流長。
紀念大禹登高察看水勢的 「禹觀山」 ，仍在金水閘附近高高

聳立。
金口古鎮、槐山古樹、山坡古橋、湖泗古窯、龍泉古墓等文化印記見

證着歷史的滄海桑田。
上汽通用武漢基地、光谷南大健康產業園等彰顯了現代江夏的日新月異。
這裏，曾連續十一年位居湖北縣域經濟綜合排名榜首。
這裏，連續5年榮膺 「中國工業百強區」 。
2021年江夏區地區生產總值（GDP）突破1000億元大關，達到1010.23億元，正式邁入經

濟總量 「千億俱樂部」 ，實現歷史性跨越，一個新的里程碑就此誕生。
「綜觀江夏地圖，就像一隻昂揚向上、浴火重生的鳳凰：北部經濟開發區是高昂的 『鳳

首』 ，紙坊、鄭店是壯實的 『鳳身』 ，金口、五里界是靈動的 『雙翅』 ，南部街道是漂亮修長
的 『尾翼』 。」

當前，江夏正深入實施 「生態立區、產業興區、創新活區、文化名區、共富強區」 戰略，大
力推進 「五谷共建」 (康谷、南光谷、東車谷、智谷、農谷)，奮力建設 「富強江夏、和諧江夏、
美麗江夏、活力江夏、幸福江夏」 ，打造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示範區。

未來江夏這隻金鳳凰更將 「鳳首昂揚挺進、鳳身堅勁挺拔、雙翅比翼齊飛、尾翼舒展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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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首縣楚天首縣 千億之城千億之城

詩畫大江夏詩畫大江夏 金鳳起宏圖金鳳起宏圖

譚鑫培戲樓譚鑫培戲樓。。 柳斌攝柳斌攝

詩畫大江夏 天賦山水 醉美江夏
江夏以湖著雅，以山著靈。
這裏，有長江的奔騰不息，有山湖凝聚的靈秀風

雅。
「2018平方公里版圖、22個大小湖泊、118座大小

山體、32.6 公里的長江水道和 41 公里的金水河流
……」

江夏水域面積佔武漢市近一半，擁有亞洲 「最大
城中湖」湯遜湖、武漢戰略備用水源地梁子湖及斧
頭湖、魯湖等。

江夏的山青峰疊翠，八分山、青龍山、大花山環
紙坊城而立， 「三山」城市森林公園是市民休閒賞
綠的絕佳空間。

這裏有着絕美的自然風光，同時也是一座擁有深
厚文化底蘊的千年古郡。

江夏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這期間，
文化傳承從未中斷。

戰國時期，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黃歇是江夏
人，他能言善辯，力勸秦楚結盟，在政治動盪的
戰國時期擔任了 25 年楚相，被認為是全球黃姓的
始祖。

南橋是武漢乃至湖北省境內，現存最早且有明確
紀年的橋樑建築，距今已有673年歷史。古時，南橋
是當地村民通往外界的必經通道，連通江夏古驛

道，是繁盛的碼頭街市。
江夏區第六次黨代會提出，實施 「文化名區」戰

略，進一步挖掘春申文化、古郡文化、名艦文化、
山水文化等文化特質，提煉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江
夏文化品牌。

在文化名區戰略引領下，江夏文創品牌不斷湧
現，文創產業生機勃發。未來5年，江夏將投入100

億元用於南部鄉村建設，完善南部基礎設施，推動
農文旅融合，建設五里界旅遊集散地、安山康旅小
鎮、法泗荷韻水鄉等特色街鎮，建設 「最美江南水
鄉」，唱響 「武漢這麽大，周末到江夏」 「江夏那
麼美，不去真後悔」的文旅品牌，打造市民尋找鄉
愁的目的地，讓鄉景、鄉業、鄉韻、鄉愁成為南部
鄉村鮮明特色。

江河懷抱江河懷抱。。 王運良攝王運良攝

騰訊空間騰訊空間。。 柳斌攝柳斌攝

金口槐山磯駁岸金口槐山磯駁岸。。 王永更攝王永更攝

大健康產業園。
柳斌攝

金鳳起宏圖金鳳起宏圖
產於江夏
惠於江夏

敲開千億之門 奮鬥江夏 全新江夏
江夏區東連光谷、西接車谷，是武漢最具活力、

最顯品質、最有潛力的南部產業大走廊核心承載
區。

20公里金龍大街橫貫江夏，這裏聚集着上海通用
汽車武漢分公司、騰訊研發、百度百捷、阿里菜
鳥、中車製造等大批頭部企業。

在光谷南大健康產業園範圍內，有凱盛醫藥材料
產業園、武漢國葯光谷南大健康科技城、中創健康
產業園等一批大健康主題產業園區，已逐漸落戶開
工建設，在此形成大健康產業園區聚集效應，成為
江夏經濟新增長極。

以頭部企業和大健康產業園為縮影，近年來，在
全省五個萬億級產業中，江夏區布局了汽車製造、大
健康、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現代農產品加工等四大產
業，推動形成武漢南部現代產業大走廊。

有了產業這塊磁石，2021年江夏區常住人口突破
100萬，達到105.5萬人，顯示出了較強的人口吸引
力。

2022年8月23日召開的首屆中國（湖北）縣域經
濟高峰論壇，發布了《湖北一類縣市區城市體檢報
告——基於城市吸引力指數》，江夏城市吸引力指
數在全省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的23個一類
縣市區中排名榜首，5個一級指標中的資本吸引力、
人才吸引力、人口吸引力、傳播吸引力等4項得分均
為第一。經濟總量過千億，不僅是量的突破，更代
表着質的提升。看似輕輕的一躍，成如容易卻艱
辛。

碩果的背後，是江夏區歷屆區委、區政府一任接
着一任幹、一以貫之抓落實的結果，是江夏百萬幹部
群眾的卧薪嘗膽、砥礪奮進，用汗水和智慧澆灌的結
晶。

敲開千億之門、站在新起點上的江夏，處在 「天
時、地利、人和」前所未有的黃金發展機遇期。

今年1-7月，江夏重點經濟指標考核排名全市前
列，居武漢新城區首位。爬坡過坎，重塑優勢。如
今的江夏，實力更強、結構更優、潛能更足，服務

業增加值以百億元的速度持續 「跨關」，年均增速
達 26%，三次產業佔比優化為 11：40：49，逐步實
現由 「一車獨秀」向 「一車一苗一網」多輪驅動加
速轉變，形成了 「二、三產業並駕齊驅」的新格
局，經濟發展的韌性及抗風險的能力逐步增強。

伴隨着GDP的不斷增長，江夏區城鄉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別達到38265元和23903元，年均分別增
長 9.4%和 9.5%，曾經的貧困村早已成為歷史性記
憶。此外，江夏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穩居全
省第一方陣，城鄉人均收入比值縮小為 1.58，遠低
於全國的2.56，居民 「錢袋子」越來越鼓，人民群
眾得到了看得見、摸得着的實惠。

千億不是終點，而是新江夏的起點。今天的江
夏，經歷了高速發展的輝煌，積攢了厚積薄發的
力量，她以更加自信、更加成熟的姿態，奮進
在新的賽道上，向着 「富強江夏、和諧江
夏、美麗江夏、活力江夏、幸福江
夏」的目標大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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