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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天下资源建“天下谷”

绿地光谷 400 米对标世界中心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
必 巨 ”，当 前 的 中 国 、当 下 的
武汉， 发展之路都是前无古
人的开创性事业。 开创性的
事业，需要开创性的思维、路
径和方法，需要一个个项目、
产业和板块形成联动， 最后
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根据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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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战略布局， 武汉将迎来
重大的发展机遇期， 武汉长
江主轴的规划建设为建设现
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
提供了现实的抓手，金融、制
造和光电等产业布局引起新
的城市板块运动， 成为武汉
对标国际的发展样本。
近日， 从市政府印发的
《武 汉 东 湖 新 技 术 开 发 区 发
展“十三五”规划》中获悉，到

2020 年，武汉光谷将成为具
有较强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
业中心，变成“世界光谷”。 在
这 个 新 城 市 板 块 运 动 中 ，绿
地再次利用高楼经济提前布
局， 在光谷中心城核心区规
划建设光谷片区最高楼 400
米超高建筑， 建成后将引入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总 部 或 区
域 总 部 以 及 五 星 级 酒 店 ，成

光谷中心城将成全球创新引擎
“大光谷”已经成为武汉的创新核心、
中部地区的创新引擎以及国家新兴产业
的发展引擎， 肩负起国家的重大使命，代
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 4 月 1 日，湖北自
贸区武汉片区正式挂牌，70 平方公里区
域全部落子东湖高新区。武汉光谷成为继
上海张江、深圳前海之后，又一个叠加自
贸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区域，站在国家
发展战略前沿。
“中国的光，世界的谷”体现出对世界
级光谷的期待，而光谷正在利用国家新兴
产业战略集聚各种创新资源，不断的发展
壮大， 使之成为武汉对标国际的城市名
片。 特别是在复兴大武汉的伟大进程中，
光谷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让武汉也迈
入连接世界的加速度，光谷新速度、光谷
新高度、光谷新宽度均将启动新进程。
根据
“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科技
部口径的企业总收入突破 30000 亿元，实
际利用外资、 外贸出口分别达到 30 亿美
元和 120 亿美元，武汉光谷将成为具有较
强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心。规划同时
显示，光谷将在创新型产业驱动、创新型
人才、创新型金融和创新型环境四个方面
持续发力。
随着光谷世界级城市格局的战略定
位和产业布局的深入，为了更好地吸引世
界创新资源，光谷中心“东移”的格局也已
初现端倪。 未来，光谷将以光谷生物城和
未来科技城区域为核心，以高新大道为城
市主轴，辐射周边 30 平方公里，形成具有
市区级完善功能的光谷中心城，取代现在
的鲁巷区域，成为光谷“新中心”。 此次光
谷东扩，跳出鲁巷，将光谷中心城定位为
—中国中部的科技金融
中国光谷 TBD——

创新中心。
去年，在绿地主办的光谷中心城区域
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
员姚景源表示出对光谷和武汉的极大信
心，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武汉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像光
谷一样的高新技术产业，化解产能过剩。
光谷正在通过一系列的项目规划，打
造世界级硬件设施平台， 吸引全球的创
新人才资源。 根据 2012 年武汉城市规划
委员会批复的光谷中心城总体城市设计，
中心城园区主要规划有总部、金融、文体、
会展、商业、商务、住宅等现代服务业，建
成后主要为高新区其他七大产业园区和
高新区辐射区域提供高品质城市功能配
套，以及承担高新区创新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的引领升级功能。 在这样的总体规划
下，绿地光谷中心城将引入世界 500 强企
业总部或区域总部，并配套引入 1 家以上
(含 1 家)世界 500 强企业下属专业商业运
营机构及五星级酒店，而目前光谷片区规
划的最高楼——
—400 米的光谷绿地中心
也将出现在该地块。
在谈到光谷中心城的规划及未来发
展前景时，绿地控股集团华中区域管理总
部、 武汉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李煜表示，
光谷中心城规划起点高， 政府强力推动，
靠近老城区，逐步取代老城区，承担政务
中心与商业商务中心的地位。 其次，城市
的发展伴随着土地不断扩容， 相比鲁巷，
光谷中心城的扩容机会和潜力更大。最重
要的是，持续不断地创新是区域发展的动
力，相对原有的 IT，中心城的生物产业、
周边的武汉软件新城等园区的崛起，势必
给光谷带来下一次腾飞的契机。

为光谷集聚世界创新资源的
发展引擎。 这意味着，继武汉
滨江商务区绿地 606 、 汉正
中央服务区绿地汉正中心
后， 绿地融入城市经济发展
的又一重要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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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级作品引领光谷迈向世界级
在前不久召开的武汉市新民营经济
发展大会上， 泰康保险董事长语出不凡：
“我希望三到五年后，中国人将习惯说‘北
上武广深’ ”。 武汉这座城市的志向不止
如此，更期望早日迈向世界级城市，其中
光谷无疑承载着最大的期待，这里已经成
为武汉发展速度最快的片区之一。
2017 年第一季度， 光谷在招商引资
方面传来捷报。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
季度，东湖高新区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总额 183.37 亿元， 排名全市第一。 2017
年，东湖高新区计划引进投资过亿元项目
50 个，其中 100 亿元以上项目 3 个，引进
世界 500 强项目 8 个， 引进世界 500 强、
中国 500 强、 跨国公司投资的研发机构
14 家。
随着世界级资源和人才的引入，光谷
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谷”，一批承接
和服务世界级产业与人才的项目和配套
设施不断涌现。
前有地铁 11 号线、光谷火车站开工，
后有东湖高新区政务中心、武汉（光谷）外
国语学校、同济医院光谷分院、光谷国际
网球中心、光谷火车站、BRT 等市政工程
的相继东移，高新产业园云集、高素质人
群聚集……无论从住宅市场还是商业地
产市场都将迎来大发展，光谷商业也将再
上一个档次和规模。
光谷中心城一系列城市配套在社会

各界的期待中也相继立项和开工。2016 年
5 月 24 日，绿地控股集团武汉房地产事业
部成功获取光谷中心城核心区 400 米超
高层项目地块。 项目规划有“光谷第一高
楼”400 米超高层建筑，未来将成为武汉光
谷高端商业、金融、科技聚集区，提升区域
经济文化发展实力，并撑起光谷天际线至
高点。
近日，绿地相关负责人在绿地光谷中
心城项目启动会上介绍，绿地光谷中心城
的规划将面向光谷区域的世界 500 强企
业总部， 以及光谷的高科技企业总部办
公，还有面向光谷大型企业定制的总部办
公、甲级写字楼、众创办公，更规划有独栋
商业、地下商业、社区配套商业等多种业
态。
在人才、产业、规划均已迈向全球化
的光谷中心城，迎接的是四方而来的天下
客。 需要地标级的建筑来匹配天下谷的深
度。 作为光谷第一高，绿地光谷中心城项
目理所当然成为光谷的标杆项目，在助力
光谷中心城招商引资上增添浓墨重彩的
一笔。 绿地方面表示，在光谷的全球化进
程中，拥有全球资源和经验的绿地开发建
设以 400 余米的摩天地标为主体的城市
综合体，可谓恰逢其时，相得益彰。 400 米
摩天地标将代表光谷与世界对话，助力光
谷吸引更多的世界 500 强企业和人才，提
升光谷的能级。

光谷绿地中心 400 米摩天地标效果图

光谷 400 米助力武汉对标国际一线
根据世界知名城市的发展轨迹， 摩天大
楼是城市经济的活力和实力象征， 一座座耸
入天际的高楼中， 往往集聚着区域板块最优
质的资源和创新要素， 成为推动城市不断发
展的引擎。 高楼经济已经成为衡量城市经济
活力的重要指标。
据一份中国城市摩天指数排行榜， 武汉
位居香港、深圳、广州、上海之后，位列第五，
而在一份全球城市摩天指数排行中， 武汉跻
身第八位，高楼量变的背后，是武汉经济奋力
超越的缩影。 特别是当前武汉面临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期， 世界级长江主轴概念规划方
案的提出， 让一座座摩天大楼成为武汉对标

国际，参与世界竞争的现实抓手。
根据前期规划， 武汉长江主轴沿线将启
动和续建的 200 米以上高楼将达到 39 栋，这
39 栋高楼分属汉正街中央商务区、武昌滨江
商务区等 6 大片区， 其中绿地汉正中心以武
汉最高的 250 米双子塔布局汉正街中央商务
区，引领汉口金融板块的转型升级，位于武昌
滨江商务区的华中第一高楼绿地 606 规划打
造为集超五星级酒店、国际甲级办公、高档商
业、顶级公寓等于一体的超高层城市综合体，
是推动武昌板块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载体。
而在政府规划的城市功能板块中， 以创新为
主要发展特色， 打造世界级光电产业的光谷

腹地， 随着绿地光谷中心城 400 米地标超高
层建筑的设计方案最终确定， 这座备受瞩目
的“光谷第一高楼”将与“世界光谷”一起迎来
新的篇章。
同城投资建设多座超高层建筑， 这在绿
地全球投资范围尚属首次。 绿地控股集团华
中区域管理总部、 武汉事业部总经理李煜认
为， 武汉一直处于文化和经济风云际会的焦
点，有着“华中门户”的客观条件。 而在如此宏
大的城市发展战略以及庞大的市场需求面
前， 武汉不仅亟需承接城市新功能的项目出
现，也迫切需要地标对世界发声，
这就是 250 米绿地汉正中心双子
塔、 武汉绿地中心 606 和 400 米

的光谷绿地中心存在的先决条件。
绿地光谷中心城是绿地在中国光谷的第
一高项目， 也是绿地在武汉第二个超高层地
标项目， 更是进一步用高楼经济布局武汉城
市功能板块的有利尝试。
据了解，绿地在亚、澳、欧、美四大洲十余
个国家 100 余座城市， 均拥有地标价值的项
目， 特别是美国纽约及洛杉矶、 澳大利亚悉
尼、 英国伦敦、 西班牙马德里等全球性大都
市，必将源源不断为光谷打造“世界光谷”输
送拥有世界级品质的商务及商业资源。 光谷
绿地中心 400 米超高层将与武汉长江主轴上
的绿地汉正中心和武汉绿地中心 606 互为呼
应，成为光谷擎动世界经济的“创新轴”。

武汉绿地中心 606 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