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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和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加快
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宏观
调控体系、 开放型经济体
系，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推动经济更有效率、 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摘自《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决定》摘要 湖南实践

本报记者 周怀立

2013年12月25日上午， 株洲市
500多名工商业者怀着兴奋的心情，
来到该市芦淞区政府， 一起参加一
个特别的仪式———阿里巴巴株洲产
业带正式上线。

阿里巴巴株洲产业带属于阿里
巴巴中国产业带的一部分。 今后，
株洲服饰、 陶瓷、 硬质合金、 化工、
食品、 轨道交通等特色产业， 将依
托阿里巴巴这一最新电子商务平台，
抱团出击， 预计3年后销售额每年将
达300亿元。

阿里巴巴株洲产业带正式上线，
犹如一只报春的燕子， 衔来了株洲产
业振兴的新消息。 它告诉人们， 株洲
不只是一座工业城市， 其现代服务业
也有着巨大拓展空间， 辉煌发展前景。

工业与服务业， 构成株洲产业
振兴的强劲双翼， 带动株洲飞向更
高、 更远。

传统工业转型升级
日前， 从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传来消息， 他们在中国铁路
总公司第二次招标中， 共获26亿余
元大功率电力机车订单。 不过， 株
洲市民对该公司传出这类消息， 已
经司空见惯了。 这恰好说明， 株洲
市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已逐步走

向常态化。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工业产业之

一， 株洲轨道交通升级发展势头迅
猛。 当前， 在国内铁路干线上运行
的电力机车， 有六成产自株洲。 在
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地区， 一座“轨
道科技城” 正加速建设中。

在这里， 目前聚集着37家轨道
交通企业， 其中两家年销售收入过
100亿元、 4家过50亿元， 2013年整
个产业所创产值可达580亿元。 预
计再过3至5年， 年产值将超过1000
亿元。

不只是轨道交通， 在今天的株
洲， 包括航空、 汽车、 陶瓷、 硬质合
金等在内的传统优势产业， 借重政府
扶持、 科技进步、 市场扩大， 都在经
历具有长远意义的转型升级发展。

航空， 随着国家逐步放开低空
管理， 位于株洲的中航通发、 高精
传动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相
继投产， 即将带来株洲市通用航空
产业“爆发” 式发展。

汽车， 具备年产汽车20万辆、

汽车发动机10万台能力的北汽株洲
分公司一工厂二期实现投产， 年产
汽车30万辆的北汽株洲分公司二工
厂建设正酣。

硬质合金， 在2013年12月湖南
品牌文化节上，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
有限公司获得“湖南省10大品牌企
业”、 “湖南省品牌100强” 两项大
奖， 成为该公司“打造知名品牌，
提升竞争实力” 的最好注脚。

在2013年前三季度全省新型工
业化考核中， 株洲市两项指标列各
市州首位， 综合得分居第一。

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
2013年12月12日， 世界连锁零

售巨头沃尔玛超市株洲店正式开业，
形成沃尔玛、 家乐福、 麦德龙等几
巨头同城竞争的态势。 此外， 步步
高、 华润万家、 王府井、 天虹等早
已跻身株洲市场， 娃哈哈百货、 美
美百货等也即将抢滩株洲。 可以预
见， 一场场更加热闹的商业大战，
将以株洲为舞台持续上演。

持续上演的商业大战， 是株洲
市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伴随着商业快速发展， 借助发
达的交通优势， 株洲物流业也呈异
军突起之势。 2013年前三季度， 全
市物流业完成增加值146.88亿元，
占第三产业增加值34%， 占GDP总
额10.8%。 “十二五” 期间， 株洲
市将投资100亿元， 建设9大物流项
目。 其中， 株洲神农千金药品食品
交易中心总投资就达10亿元。

同样着眼于第三产业发展， 株
洲市招商引资力度空前加大。 近两
年来， 微软、 阿里巴巴、 华强等世
界知名企业纷纷投资株洲， 为株洲
现代服务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早在2009年， 深圳华强集团就
抢先一步， 投资150亿元， 在株洲
建设方特欢乐世界主题公园。 在
2013年举行的湘商大会上， 微软宣
布投资株洲， 建设湖南微软创新中
心。 新华联集团也高调进入株洲旅
游市场， 在炎陵县投资100亿元，
建设神农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

本报记者 周怀立

“株洲有着自己特殊的市情。
这就是，株洲是‘一五’、‘二五’时
期国家重点建设的8个工业城市之
一，工业是株洲的立市之本。这种
特殊市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工业
立市、工业兴市、工业强市之路，必
须进一步强化工业主导地位，再创
株洲工业辉煌。但是，工业并不是
株洲产业的全部。近年来，我们的
现代服务业也长足发展，迅速成长
为一个新兴的战略产业。”近日，与
记者一见面，株洲市委书记贺安杰
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的目标是，一手抓工业
转型升级，一手抓现代服务业跨越
发展，走一条全新的株洲产业振兴
之路。”说到这里，贺安杰不知不觉
提高了声调。

谈到工业转型升级时，贺安杰
说， 株洲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放大规模集聚效应。 具体来讲，就
是继续做大做强轨道交通、航空航
天、汽车及零部件、服饰、陶瓷5大
优势产业， 加快推进电子信息、健
康食品与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
料4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 尽快
形成新的增长极，使株洲工业出现

传统企业与新兴企业交相辉映、大
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和谐交融、上游
企业与下游企业密不可分的局面。

贺安杰介绍，为了促进工业转
型升级，株洲市正以完善产权制度
为核心，在激发国有经济、国有企
业活力的同时，大力支持非公有经
济和混合型经济发展。按照“园城
融合、产城一体”的思路，株洲还致
力于增强株洲国家级高新区与县
市区园区的核心竞争力，为全市工
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平台。

贺安杰接着说，近年来，以现
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
迅速，以芦淞服饰市场为主的服饰
贸易，以炎帝陵、方特为代表的旅
游业， 产业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
目前，株洲市正在充分发挥综合优
势，大力培育工业设计、现代物流、
电子商务、金融保险、服务外包等
产业，进一步扩大产业领域，促进
服务业全面转型升级。

“今天的株洲，已经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工业城市，而是现代工业
与现代服务业比翼齐飞的充满活
力的城市。我认为，这才是一个肌
体更加强壮有力、步子更加稳健快
捷的株洲。”采访结束时，贺安杰充
满自信地说。

传统工业是株洲的强项，产业
结构单一又是株洲的短腿。株洲要
加快发展 、健康发展 ，必须使强项
更强、短腿拉长。其实，工业和服务
业之间 ，关联度是很高的 ，完全可
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比如说，我
们的通用航空产业，如果没有强大
的物流业支撑，其发展肯定是要受
到影响的。
———中航工业南方公司 邹政权

对株洲来说，工业的地位不容
置疑 。但对我们市民来说 ，要提高
就业率 ，提高生活水平 ，发展服务
业也应当是今后的重点。发达国家
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
都很高，服务业也是一个地方发展
水平的体现。我们支持政府大力发
展服务业。

———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街
道居民 张勇

高端访谈

走一条全新的产业振兴之路
———访株洲市委书记贺安杰

群众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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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产业振兴势头劲

2013年湘商大会在株洲隆重召开。（资料照片） 伍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