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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得东风行万里
———沅江市船舶产业发展纪实

烟波浩渺的南洞庭一望无垠， 气象万
千。

沅江船舶制造产业园如同一颗璀璨的
明珠，镶嵌在南洞庭湖畔，衬托着湖光水色。

迎着徐徐清风， 漫步于蜿蜒的湖岸线，
但见一排排“名花有主”的船艇整装待发，场
面蔚为壮观。 这些造型新颖、豪华美观的船
艇，像一条条蛟龙，经洞庭，过长江，游向全
国，甚至冲出亚洲。

在水乡沅江，我省最大的船舶制造产业
基地已然崛起。据了解，目前，沅江船舶制造
产业园已有“太阳鸟”、“金瀚”、“ 镇波”等船
舶企业 29 家，主要生产游艇、公务艇、工程
船、运输船及船舶配套件。 今年 1 至 11 月，
该市船舶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34%，占全省船
舶工业产值 的
45.8 %。

高端规划促转型

沅江市地处洞庭湖腹地， 沿湖岸线绵延
上百公里，水路通江达海，陆路已融入长沙一
小时经济圈。独特的区位优势，水乡的自然禀
赋， 孕育了沅江的造船业。 沅江造船始于宋
代，栉风沐雨，渐成气候。

近年来，随着国际造船业向中国转移，国
家和省里出台了一系列扶持船舶工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 沅江市的决策者们敏锐地抓住机
遇，着力做大做强船舶产业，将其打造成县域
经济重点特色产业。 2010 年 5 月，沅江船舶
制造产业园应运而生， 沅江船舶产业一跃成
为全省同行业的排头兵，并获得“国家高技术
产业基地”和“湖南省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的殊荣。

然而，船舶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场
新的挑战悄然降临。

随着金融危机滞后效应的逐渐显现，世界
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国际造船市场有效需求不
足，产能过剩矛盾加剧，竞争愈加激烈，船舶工
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为此，《湖南省船舶工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提出，要以环洞庭湖地区为重点，以发展
“专业、精品、特色、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为
着力点，加快推进产业集聚，着力打造龙头企
业， 努力攻克关键技术， 逐步延伸配套产业
链，积极促进船舶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总量规
模和效益。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也明
确提出，着力推进江湖特色产业集聚发展。

今年 1 月，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入
实施“四千工程”（壮大一批千亿产业，发展
一批千亿集群，培育一批千亿企业，打造一批
千亿园区），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其中就包括
益阳船舶制造产业。

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先后来沅江船舶
制造产业园调研，要求沅江以“太阳鸟”为龙
头，加快船舶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培育县域经
济品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时代的召唤，上级的关怀，使沅江在船舶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大潮中开足马
力，破浪前行。

去年以来，益阳市委、市政府，沅江市委、
市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一次次调研，
一次次商议， 形成了船舶产业专业化、 特色
化、错位化、规模化发展的共识。 他们请国家
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把脉，高
起点做好船舶产业规划。 益阳市委主要领导
带队几上北京， 向研究所的专家汇报并磋商
规划相关事项。 规划课题组成员多次到园区
进行调研，并与省国防科技工业局、省船舶工
业管理办公室的领导，以及益阳市、沅江市领
导和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进行座谈和讨论，
征求在京船舶行业专家的意见，反复酝酿，几
易其稿之后，完成了《益阳（沅江）船舶制造产
业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编制工作。

一张沅江船舶制造产业华丽转身的蓝图
展现在我们眼前。 围绕错位竞争、互动协调、
绿色集约、创新驱动、以园促城的理念，益阳
（沅江）船舶制造产业园区定位为：全国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游艇和公务艇产业基地、 全国
著名的游艇文化之乡、 中部地区具有鲜明特
色的内河船舶制造基地、 湖南省船舶设计研
发展示中心、益阳新兴的经济增长极。总规划
面积 5.8 平方公里，分为功能互补、重点突出
的四个区块：船舶高端功能集聚区、内河船舶
制造集聚区、游艇公务艇集聚区、船用舾装件
及配套产业集聚区。目前，除船舶高端功能集
聚区外， 其他集聚区控制性详规已通过专家
评审，并由沅江市政府批准实施。

在高起点的规划引领下，沅江船舶产业开
启了“扩优、铸链、提效、育企、建园”的新征程。

“扩优”：把游艇和公务艇产业作为园区
发展的重中之重，培育私人豪华游艇、商务和
公务艇品牌，提高其市场占有率，打造沅江城
市新名片。

“铸链”：弥补船舶产业生产链和价值链
条中的薄弱环节，完善产业体系，拓展增值空
间。

“提效”：采用和推广节能减排的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装备，大力推广现代造船模式，提
高企业综合生产效率。

“育企”：支持现有骨干企业扩大规模，发
展成为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 鼓励中
小型企业面向细分市场实施差异化竞争，在
优势领域形成特色和品牌。

“建园”：加快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 促进生产、 服务和生活功能相互配
套； 保护水体生态系统， 依托自然水体和丘
陵，加强园区景观设计，建设生态园区。

目标昭示着未来。 到 2017 年，沅江船舶
工业产值将力争突破 100 亿元大关。

真诚服务聚人气

12 月中旬，从沅江船舶制造产业园直通
沅益一级公路的南洞庭大道正在紧锣密鼓地
施工。另据了解，园区至长沙宁乡的公路已列
入省“十二五”交通建设规划。 随着这两条公
路的建成， 沅江船舶制造产业园的交通区位
优势将进一步提升。

近 3 年来， 沅江船舶制造产业园多方投
入资金近 10 亿元，推进路、水、电、通讯等基
础设施建设，扩建标准化厂房，增强园区的产
业承载能力。并做好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兴建
了塞南湖、沈家湾等安置小区。 目前，内河船
舶制造集聚区、 游艇公务艇集聚区和船用舾
装件及配套产业集聚区已具雏形。

与此同时，沅江市制定政策，对园区的项
目（企业）在土地、信贷、税收等方面倾力扶
持，并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减
免有关规费。 同时从严推行涉企检查和重大
行政处罚事项备案制度， 每月 1 日至 20 日
不允许到园区企业开展常规性检查， 确需进
入企业进行检查的，须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
并书面向市优办备案； 执法机关对企业作出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
额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 须书面向市
纪委、监察局和市优办备案。特别是对重点产
业项目，在兑现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实行一事
一议，一企一策，开辟绿色通道，做到“特事特
办”、“急事急办”。

真诚的呵护，周到的服务，让入园企业享
受到家的感觉。前不久，一家船舶企业准备新
上的项目因为资料不全， 在市政府组织召开
的项目评审例会上没有通过。 园区专门派人
帮助这家企业完善有关资料， 并请示市政府

破例为该项目召开了一次专题项目评审会。
今年 10 月，“金瀚” 二期扩能项目办理

报建手续，须报多个部门审批，园区派人帮助
企业将有关资料准备好后， 与市政务中心联
系，政务中心采取并联审批的办法，一个上午
就办好了。

“园区服务很到位，可以说有求必应。”小
河嘴船厂的冷总告诉我们， 园区同电力局和
自来水公司建立了协调机制，由于日常维护、
线路改造或其他原因必须对企业停水停电
的， 企业负责人会提前 3 天收到手机短信通
知。有一次，电力局因线路检修给他发了停电
信息，可他疏忽了，正好那天他们生产的一艘
货轮竣工下水， 当船下到一半的时候岸上突
然停电， 几千吨的船身仅靠一根钢绳吊在岸
边，随时可能出现安全事故。园区负责人获悉
后，火速与电力部门联系，马上恢复了供电，
货轮安全下水了。

巢好引得凤凰来。 现在沅江船舶产业园
新在建项目有 8 个，10 多个项目正在洽谈。
园区负责人告诉我们， 中南船舶配套产业区
首期 6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刚建成， 就与 3
家企业达成了入园意向。

自主创新铸品牌

在中国船艇行业， 有一个响亮的名
字———“太阳鸟”。

抱定“传递感动，创造美好”的信念，“太阳
鸟”从洞庭湖边起飞，像雄鹰一般，越飞越高。

“太阳鸟”总部，就坐落在沅江船舶制造
产业园。作为中国游艇行业新锐，它有着太多
太多的荣耀与光环———国内新型复合材料船
艇行业的排头兵，中国游艇第一股，中国驰名
商标，中国游艇市场用户满意第一品牌……

“太阳鸟”是船舶产业自主创新，树立品
牌的成功范例。

没有创新，就无从谈品牌。 没有品牌，就
没有核心竞争力。 沅江市建立船舶产业公共
技术服务中心， 整合资源， 提升船舶技术开
发、设计、检测、培训、孵化、宣传等能力。重点
扶持“太阳鸟”、“金翰”、“镇波”等船舶制造企
业与省国防科工局、中南大学、华中科大、武
汉船舶学院等院校和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
提升船舶设计制造技术水平，打造自主品牌。
目前， 该市已拥有船舶与海洋工程博士后工
作站 1 个,教授级高工 15 人,技术创新平台 2
个,产学研基地 5 个，船舶制造自主知识产权
达 190 项。

走进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金灿灿
的牌匾令人目不暇接：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小型船艇装备动员中心、国

家大型游艇重点项目承担单位、 美国游艇协
会会员单位……该公司以国际化的视野，创

新求变，重点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形成自主品牌。 公司每年用于科研开发和技
术建设的经费占主营销售收入的 6%以上，其
研发中心———湖南现代游艇技术研究与工业
设计中心，是国内首个省级游艇设计中心。

截至目前，“太阳鸟”共拥有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160 多项。 2010
年，公司为上海世博会研发建造了 36 米长新
型复合材料豪华双体游艇， 被誉为“世博之
星”。 2011 年， 获得亚洲最佳游艇制造商殊
荣。2012 年获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2013 年
第七届深圳国际游艇展,一举揽获三大奖项：

“SIBEX2013 金帆奖年度中国最佳游艇制造
商”、“SIBEX2013 金帆奖年度中国最畅销国
产动力艇”、董事长李跃先荣获“SIBEX2013
金帆奖年度中国游艇业领军人物”。

创新驱动，让“太阳鸟”在市场博弈中顺
风顺水，一路高歌。公司游艇、商务艇及特种
艇等系列产品销售覆盖全国 32 个省（市、自
治区），其自主品牌已成功进入国际市场，产
品出口至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
利亚、 东南亚以及非洲与美洲等国家和地
区。

难怪中国船级社的专家学者这样评价：
“太阳鸟”对湖南新型船艇产业链的形成，以及
我国新型船艇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太阳鸟”的掌舵人李跃先没有陶醉于
以往的荣誉中，他立志把“太阳鸟”游艇打造
成世界游艇名牌。

以创新引领转型升级， 铸造品牌，“金
瀚”、“镇波”、“帝豪” 等船舶企业也在不懈地
追求。

为了占领市场高地， 湖南金瀚船艇制造
有限公司“船艇技术研究中心”与高等院校和
科研单位广泛合作，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
备，开发钢玻、钢铝等混合船艇。 这种新型船
艇安全系数高、航速快、耗能低、外观美、使用
寿命长，因此市场前景广阔。

今年 10 月，“金瀚” 金属船舶整装车间
（扩能二期）项目开工，新建钢结构车间 2 万
多平方米，主要用于建造钢玻、钢铝等混合船
艇，能保证 12 艘 60 米以下的船艇在不受高
温或雨雪天气影响的环境下同时生产。

最近，“金瀚”的钢玻、钢铝混合船艇生产
接到了批量订单，订单金额超过 1 亿元。仅国
家农业部渔政执法船中标订单，就有 42 艘钢

铝混合船艇。
湖南镇波船舶开发有限公司抓住国家推

进车船节能减排的机遇， 与长沙市清洁汽车
行动领导小组专家组合作， 实施液化天然气
船舶开发与应用建设工程项目， 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 最近，该项目已通过市政府项目评
审会。

作为我省一家上规模的专业生产船用甲
板机械产品和船舶舾装配套件的企业， 湖南
帝豪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已获得多项国家
专利，荣膺中国质量万里行“知名品牌”， 产
品销往国内多个省市， 并远销港澳台及东南
亚等地。

且借东风行万里，扬帆破浪正当时。化茧
成蝶的沅江船舶产业， 在时代的春天里正在
放飞新的梦想！ ·实现中国梦 发展谱华章·

▲“太阳鸟”新建造
的豪华游艇试航

（本版图片由廖文、邓建富、冷德祥、郭迪平、肖浩夫摄）

▲湖南帝豪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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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委书记魏旋君（中）在沅江市委书记邓宗祥（左），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
肖胜利（右）陪同下，到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湖南金瀚船艇制造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