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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武汉正遭受疫情的严峻考验，这座城市迎来危难时刻，
经济断崖式下跌。一年后，九省通
衢复产复兴，一家家新经济企业鱼贯而入，一栋栋地标性建筑拔地而起，这座“英雄城市”浴火重生，
成为中国经济疫后发展风向标。

疫后发展的风向标
“解封”一周年，武汉一直
在与时间赛跑，从去年新冠疫
情的风暴中心，变成今天中国
经济疫后发展的风向标。
最直观的表现，
就是拔地而
起的地标性建筑。站在武汉长江
与汉江交汇处，
你无法忽略高耸
的武汉长江航运中心大厦。
它出 自武汉新港，围绕
“水”
“船”
“帆”等与武汉这座城
市相关的文化元素修建，设计
建筑高度 330 米，预计修建楼
层 为 63 层——
—映 射 寓 意 了
6300 公里的长江河道——
—将是
汉口滨江的第一高楼。
往北看，武汉北部的长江
新区，实现了湖北一个“零的突
破”，未来，这片区域将对标浦
东、雄安，融创中国联手武汉城
建集团将在这里打造一座甘露
山文旅城。
武汉本就是中国优秀的旅
游城市，这座文旅城的目标设
定，是造出一座世界级的一站
式文旅“巨无霸”。
同样在北边，绿地集团投
资的天河国际会展中心，是武
汉有史以来单次供地规模最大
的项目，也是全球已披露室内
净展面积最大的会展项目，几
乎等于 3 个武汉国际博览中
心。
而往东南看，新兴科技势
力龙腾虎跃的武汉光谷，这个

被视作互联网企业“第二总部”
聚集地的地方，一个重大项目
已悄然展开。
互联网创新教育企业猿辅
导投资 40 亿元，正在这里建造
一座集科技研发、创新、运营于
一体的教育科研中心，打造国
际领先的高科技办公建筑标
杆，它的设计师，是国际著名建
筑大师隈研吾先生。
当代艺术史家 杰克逊说，
当我们想起任何一种重要文明
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
用伟大的建筑来代表它。一座
城市的标签，也一样。
长江航运中心大厦的“超
级钢屋顶”，寓意武汉的刚强；
甘露山文旅城是去年“解封”首
日全市第一批正式签约的重大
项目，足见融创对武汉的信心。

天河国际会展中心从摘牌
拿地到开工建设，仅仅用了 22
天就按下启动键，
可以看见武汉
与时间赛跑的速度；
猿辅导科研
运营中心设计时，
隈研吾提出将
绿色引入建筑，与建筑融为一
体，
而绿色，
代表着生机。
刚强、信心、加速度以及生
机，这些带有鲜明标签的地标
性建筑，参与并见证了武汉的
重振。
去年以来，武汉坚持新发
展理念，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570 个，总 投资 超 过 1.1 万 亿
元，均创历史新高。
而武汉经济随之逆风翻
盘，从 2020 年一季度地区生产
总值断崖式下跌 40.5%，逆袭到
全 年 经 济 总 量 突 破 1.56 万 亿
元，位居全国城市前十。

□ 陈兰
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对武
汉以及湖北很有信心：
“ 湖北农业
资源突出，
市场前景广阔。”
在孙宏斌眼里，投资武汉就是
投资未来。
所有的相信与热情汇聚成河，
点燃了武汉经济重振的火把。

同时被照亮的，是中国企业和
企业家群体广泛拥有、却一直含蓄
存在，而今因疫情考验集中迸射的
优秀特质，即家文化、国情怀水乳
交融，将企业经营目标与社会经济
发展汇聚一处，让企业取之于社
会、
用之于社会。

以人为本

长江大桥

民营经济的热土
崛起的地标与重振的经济
之下，是众多驻鄂企业在与武
汉这座城市共担当、共进退。
一年前，新冠肺炎疫情如
飞来噩梦般突袭武汉，人心浮
动时刻，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没
有把武汉视作危险地带弃之而
去，科教、文卫、制造、生活服务
等各行各业逆行坚守，协同并
肩作战，集中力量对这座城市
伸出援手，并在疫情后积极复
产扩建，依然将这里视作一片
热土，发挥专业领域的能力与
优势，支持、重振武汉。
去年，结束封城状态的前
一天，融创就来武汉签下了甘
露山文旅城项目的投资建设合
作协议。
“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
热爱武汉这个英雄城市。”融创
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说。
武汉，
也是猿辅导的第二个
家乡。早在 2017 年，
猿辅导就在
这里成立了分公司，
三年间为当
地提供就业岗位达 9000 多个。
疫情突袭时，这家在线教
育企业捐款捐物，向湖北运送
了 7 万份纸质课程资料，并上
线免费直播课程。疯狂涌入的
人数增加了那几个月猿辅导在
宽带和服务器上的费用，为了
应对巨大的流量压力，猿辅导
技术团队甚至搬空了阿里云存
量资源，
并投入 1 万台服务器。
与此同时，猿辅导专门针
对武汉展开了春季招聘，扩招
岗位多达 5000 个，以拉动武汉

武汉樱花展

地区就业。早在去年 11 月，武
汉的就业规模就已恢复至上一
年同期的 85%。前不久，全国工
商联将其评为“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民营企业”。
还有泰康，
武汉是其除北京
总部外投资最多的城市。疫情之
后在这里深耕大健康产业的泰
康，
左手加速推动和武汉市政府
合作的大健康产业基金和大健
康产业园落地，
右手联合楚商联
合会举办第二届世界大健康博
览会，
与同领域企业一起维持武
汉在大健康领域的领先优势。
计划未来三年在湖北投入
200 亿元的新希望集团，为保障
武汉 1000 多万居民的 肉 食 供
应，计划要在这里养 400 万头
猪，并且要参与到冷链物流、中
央厨房的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
中去，让武汉老乡“吃肉自由”。
还有中国最大的速冻食品
上市公司——
—三全集团，将投
资 8 亿元在武汉建设三全食品

长江中部总部基地……
捐钱捐物、投资建设、解决
就业，企业的担当与社会责任，
变成了武汉经济重振的第三支
重要力量，成为新时代商业文
明的企业社会价值观。
不会赚钱的企业不是好企
业，但只会赚钱的企业不会是
优秀企业。新时代下，民营企业
与城市是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已然觉醒。
3 月 16 日，
武汉
“解封”
一周
年前夕，
央视《新闻联播》在关于
武汉的报道中说，
“如今的武汉，
光谷里充满生机，
长江上航船繁
忙，
这座浴火重生的英雄城市走
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新路两侧，是中国企业家
对武汉的信任，洒满了他们对
武汉的热情。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带头呼吁：
“有钱的出钱，有项
目 的 出 项 目 ，有 岗 位 的 出 岗
位。”

疫情期间的
“武汉加油”

而在过去一年除了城市经济， “开门红”经营转移到保障员工健
“人”也被放在了首位。
康的基本工作中。
武汉将图书馆与广播站建进
服务于人、
专业育人的猿辅导，
了方舱医院，招聘心理医生加入
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为滞留武汉的
“长江问诊”
，设置心理咨询热线栏
员工每人发 2000 元特别补贴，
其在
目与节目，从心理疏导到人文关
武汉新建的教育科研运营中心，也
怀，缓解武汉人群的焦虑情绪，提
因考虑到女性员工多的实际情况，
升他们的幸福感。
特意在每一层都预留出 10 间母婴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也在将
室，
整栋大楼有约 80 间母婴室。
“以人为本”
的公司文化融进武汉。
纵然 2020 年中国最具幸福感
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在疫情
城市中没有武汉的身影，但武汉人
期间打好疫情防控和通信攻坚战
在网络上，都说自己处在最幸福的
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将工作重心从
城市。

武汉黄鹤楼

新起点 新征程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更
是武汉疫后新生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之年。
解封一年的特殊节点，在提升
城市幸福感的前提下，新地标建筑
折射出武汉的新征程与新起点，一
栋栋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表明一
个个产业正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
新增长极。
武汉是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
长江航运中心的使命，是引领武汉
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
中游经济带的经济腾飞。
天河国际会展中心建成后，在
汉承接国际、国家级展会、服务全
国、链接全球，将作为武汉连接世
界的新窗口以及对外开放新平台，
带动会展产业向上发展。
甘露山文旅城项目，将促使传
统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助
推武汉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城市，也
为长江经济带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及全国旅游创新示范引领注入强
劲新动能。
而猿辅导在武汉建科研中心
背后的深刻意义，是正在带动武汉

成为中国在线教育的创新中心城
市，推动武汉光谷成为全球教育产
业“研发大脑”
。
过去，武汉显著的一张名片是
由直播头部企业——
—斗鱼所引领
出来的直播产业；今天，重生后的
武汉着力建设数字经济新一线城
市，有天然科教资源优势的它能顺
势与教育企业一起，打造数字教育
这个城市新名片。
未来，
一座城市的发展，
不仅取
决于城市的硬实力，还取决于软实
力，
包括文化产业、
医疗、
教育等。
城市是创业者和企业的逐梦
地，
企业和创业者是城市的逐梦人。
就像任正非、王传福等如今响
当当的企业家，在深圳那片热土，
成就了事业实现了自我价值，同时
也成就了深圳这个城市的发展。
今天的武汉，正以“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的精气神加速奔跑，时
代中的企业与企业家也正扎根武
汉扩产扩建，与之共风雨共未来，
以新经济为动能重启高质量发展，
一起创造新时代更加辉煌的成绩。
（《华商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