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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逐梦而行 御风而飞名 片

株
洲

———芙 蓉 国 里 尽 朝 晖·株 洲 篇

聚 焦

见微知著

04-05

数 说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在湖南经济版图上，长株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作为长株潭重要一极， 具有独特资源禀赋的株洲市举
足轻重。

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征程中，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对株洲寄予厚望： 株洲要在
推进创新发展上发挥带头作用， 在推进长株潭一体化
建设上发挥主动作用， 在振兴实体经济上发挥领军作
用，在推进绿色转型发展上发挥示范作用。

肩负发挥“四个作用”的重托，株洲制定了自己的
总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全省前列，在
加快推进基本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全省前列。 明确了自
己的总任务：加快建成“株洲·中国动力谷”，加快建成

“一带一部”开放发展先行区，加快建成老工业城市转
型发展示范区，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幸福区。

致力发挥“四个作用”，加快建设“一谷三区”，株洲
奏响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加快推进基本现代化进
程的最强音。

带头———创新路上，信心满满走“排头”

2015年12月26日，一则消息传遍全国：国内第一
条商业化中低速磁浮列车在长沙投入试运行。 这列磁
浮列车的制造者，就是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记者有幸打开中车株机近5年的生产日志， 发现
“第一”“首列”“率先”这类词出现频率很高。从2013年8
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中车株机首台出口非洲电力机
车下线， 到今年新华社报道中国将为马来西亚提供全
自动无人驾驶轻轨车辆，近几年，几乎每月都有类似消
息从央媒发出，中车株机成了“媒体宠儿”。

作为株洲轨道交通产业中与中车株机并列为“双
子星座”的中车株洲所，创新能力同样不遑多让。2014
年，其研制的国内首片8英寸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
管）芯片下线，成为世界上第三家掌握IGBT全套技术
的企业。IGBT被誉为真正的“中国芯”。

近些年来，株洲市全力打造创新发展新高地，大力
实施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
新。 通过建立全国唯一的中国IGBT技术创新联盟、中
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等创新
平台，实施“双创”专项行动、百项科技成果转化工程
等，推动创新成为燎原之势。

数据显示，去年，株洲市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
分别为7595件、3726件， 是2012年的2.1倍、1.4倍。5年
来，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48%提高到55%，株洲高
新区全国排名由2014年第40位跃升至今年第23位。

创新路上，“排头”而行。创新，成为株洲这座老工
业城市的新标签。 去年， 株洲市获评全国创业先进城
市，成功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制造2025”试
点示范城市， 连续第9次荣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今
年8月，被中国科协评为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并跻身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主动———融城之间，“一体化”中显身手

去年12月26日，长株潭城际铁路开通。至此，株洲
与长沙、湘潭的连接道路已达7条之多。同时，株洲积极
推动长株潭城际铁路株洲至湘潭南线、 株洲至长沙东
线以及株洲至醴陵磁悬浮项目建设。交通改善，使株洲
更深地融入长株潭“一体化”。

几年来， 株洲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市建设
为抓手， 主动融入长株潭城市群的功能规划体系，在

“一体化”中找到新坐标、吸取新动能。
产业上错位发展，呈现出制造业差异化、农产品优

质化、服务业个性化的有利态势。株洲具有自身优势的
轨道交通、航空、汽车、硬质合金、新能源、信息技术等
产业聚合发展，正在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集群效应；株
洲黄桃、 白鹅等一批特色农产品， 成为长株潭知名品
牌；株洲职教城、华强方特、芦淞服饰市场、炎帝陵旅
游、醴陵陶瓷文化等，自身特色鲜明。

环境上共同治理。以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工程”
为纽带，株洲市主动作为，在全省率先实施“河长制”，
先后建成7个污水处理厂和一个工业废水处理厂，全市
污水处理率达到96%；启动建宁港、枫溪港等5个黑臭
水体治理；继建成河西湘江风光带后，今年又将基本建
成河东湘江风光带。几年来，株洲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并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荣
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公共服务上加快融合。2012年3月， 株洲首次开通
省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随后，推出公交、健康和社保
一卡通，交通一体化、户籍一体化、信息一体化进程明
显加快。同时，通过实施“智慧株洲”建设，正与长沙、湘
潭走向信息共享。

在“一体化”背景下，株洲正书写着融城发展新篇章。

领军———振兴途中，实体经济健步行

因工业而生，因工业而兴。一部株洲发展史，就是
一部株洲工业发展史， 一部株洲实体经济发展史。然
而，随着时间推移，作为老工业基地，株洲开始“老”态
毕现———惯性太强，转身困难，包袱沉重，难以轻装。

株洲实体经济必须振兴，必须找到新的着力点。正
是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 一个新概念在株洲横空出
世———“株洲·中国动力谷”。

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目标颇具雄
心：打造“株洲·中国动力谷”，面向全国，更走向世界。
具体构建“3+3+1”产业体系，即依托轨道交通、航空、汽
车三大动力产业，并培育与之相关联的电子信息、新材
料、新能源三大产业重点，发展由动力产业支撑的现代
服务业，从而加快建设制造强市，领跑动力装备制造。

3年多过去，“株洲·中国动力谷” 声名鹊起。2015
年，株洲轨道交通产业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成为我
国首个过千亿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同时，通用航空和
汽车产业产值也分别超过100亿元和200亿元。2014年
7月，李克强总理在株洲考察时勉励中车株机：“中国装
备走出去，你们的机车车辆是代表作，我每次出访都要
推销你们的产品。”

一子落下，全盘皆活。以打造中国动力谷为契机，
株洲坚定而灵动的手指开始拨动“加减乘除”金算盘。
加，加强优势产业；减，砍掉过剩产能；乘，挖掘创新的
倍增效应；除，解除束缚企业发展的各种障碍。

今天的株洲，从工业的心脏（IGBT芯片），到工业
的牙齿（硬质合金），到工业的动力（电力机车、航空发
动机），到制造业服务化（现代服务业），产业“群落”生
机勃勃。硬质合金、有色冶金、陶瓷、服饰等传统产业焕
发生机，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
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中国动力谷科技创新、
云龙文化旅游、职教科技园培训与技术成果孵化等9大
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建设。

在实体经济振兴路上， 株洲正在领军前行。 去年
末，株洲规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44.7%，比2012年
末下降5.9个百分点。去年，株洲成为全省唯一受国务院
表彰的稳增长地市。 今年， 株洲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
业、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工作又受到国务院表彰，并获
批为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示范———转型之时，绿色发展树标杆

曾几何时，株洲与“黑色”“污染”之间划着一个令
人尴尬的等号。而一顶“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的黑
帽子，更在一段时间里使株洲“抬不起头”。

提起株洲的工业污染， 清水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
名字。这个核心区面积仅15.15平方公里的地域，最多时
汇集了261家重化工企业。在其污染高峰期，汞、砷等重
金属污染物分别占湘江干流接纳量的90%、50%。2014
年， 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被列入全国21个老工业
区改造试点中。2015年8月， 清水塘又成为全国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试点区域。

“以环境治理伤筋动骨换来绿色发展脱胎换骨。”
株洲市委、市政府决心如铁：从去年起，清水塘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还株洲
人民一个真正的清水之塘。 声势浩大的清水塘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工程就此展开，至今年8月底，区域内148家
企业已关停131家，其中98家通过关停验收，剩下17家
有望在9月底全部关停。

根据规划，10年后，现在的清水塘老工业区将脱胎
换骨，变为现代生态科技新城，成为转型升级、绿色发
展的一根标杆。

包括清水塘在内，5年来， 株洲已关停企业473家、
生产线195条。尽管“关停”使株洲共计减少500亿元工
业产值，但该市开展“碧水蓝天”“青山净土”行动的决
心从未动摇。去年，株洲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2013
年增加了74天， 湘江株洲段水质保持国家Ⅲ类水质标
准。 自2014年以来， 株洲先后成功获批为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低碳试点城市。株洲所辖5个县市全部为国家
级或省级卫生县城。

发挥“四个作用”，四个“加快建成”，两个“走在前
列”，寄托着株洲走向明天的梦想，抒发着株洲加快发
展的豪情。

“我们历经风雨而信念弥坚，我们饱经沧桑又屡创
辉煌。 历史启示我们， 光明的未来永远只属于心怀梦
想、矢志奋斗的人。”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在去年召开
的株洲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的一席话， 至今使人血脉
贲张。

昨天的梦想，已经变成今天的现实。
今天的梦想，定会变成明天的现实。
一路走过来，株洲就这样逐梦而行。
一直向前走，株洲期待着御风而飞。

老工业区改造换来好日子
株洲玻璃厂退休工人 曾宪云

我叫曾宪云，今年77岁。自1958年进入株洲玻璃厂工作至去年搬
迁，我在清水塘片区生活了58年。

“清水塘，水不清，天不蓝，晴天雨天雾蒙蒙，黄龙黑龙舞长空。”这
是一首曾被我们传唱的歌谣。

其实，我们玻璃厂背靠石峰山，面临湘江，是一块风景优美的风水
宝地。可由于环保意识不强，工艺落后，一块风水宝地被糟蹋得不成样
子。那时清水塘的工厂，情况都差不多，只知道赶任务，不知道环保，大
家“三班倒”不间断生产，生产了产品，也“生产”出黑烟废水。

那时，我家就住在厂边。那时，我和邻居们有一个习惯，不轻易晒
被子，灰尘太多了。

算起来，我在清水塘住了快60年，常年不敢开窗户。没有空调时，
夏天睡觉最难受。有时闷热得不行，打开窗想通风，晚上就会被废气呛
醒。那时的清水塘，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通往工厂的马路，晴天扬起
的灰尘让人睁不开眼，雨天是名副其实的“水泥路”，走一趟鞋子就看
不见“鼻子眼睛”了。

我1997年从株洲玻璃厂退休。我生了3个儿子，二儿子结婚搬出去
后， 大儿子一家三口和小儿子一直跟我们挤住在92平方米的老房子
里。

那时，人都有些麻木了。我们以为这辈子就是这样打发了，没想到
不知不觉，好日子居然从天上掉下来了。开始，听说政府要彻底治理清
水塘老工业区的污染，我还不太相信，但看到政府那么多干部下到我
们老宿舍区，宣传老工业区要进行棚户区改造，我才相信了。

在棚户区拆迁中，我得到了70万元补偿款。用这些钱，我在响石岭
社区买了一套房子，那环境与原来比就是天上地下。我还为小儿子装
修了房子、买了一台车。

我们全家人都很感谢政府，也很支持政府对清水塘老工业区进行
改造。老工业区改造，换来了我们的好日子。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整理）

不用靠借钱治病了
日前，从宁乡来株洲务工的白血病患者何知英，到株洲市人民医

院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患病11年，何知英一直在株洲治疗。何知英说：
“近几年公立医院改革，我在株洲治疗的自费部分，以前每个月要近
6000元，现在只要1500元左右，我终于可以不用靠借钱治病了。”

2010年，株洲市成为全国首批17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
为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该市公立医院取消“以药补医”，外来流动人口
享受同等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垃圾场变身“绿茵地”
“过去，蚊蝇飞舞，臭气熏天，家家户户不敢开窗。现在经改造，成

了一处休闲小公园。天气好的时候，我傍晚都会来散步健身。”
9月11日，家住株洲县渌口镇渌口村西山岭组的张发林指着一片

毗邻湘江的绿油油的草地说， 这里就是填埋了数以万吨生活垃圾的
西山岭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

垃圾场变身休闲小公园，得益于株洲市近年来大力实施“碧水蓝
天青山净土”工程。2013年以来，全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
持100%。 （戴鹏 熊军）

“马上就办”还真不假
“我们很快就能用上气了,‘马上就办’还真不假。”近日，在株洲

市天元区敬老院，一位老人高兴地说。
据了解，该敬老院实施“煤改气”工程，但因工程前期勘探设计时，

燃气管道设计线路受阻而被搁浅。8月14日，株洲市“马上就办”办公
室接到该院求助后，立即督办。8月25日，该院“煤改气”工程重新动
工，老人们烧煤做饭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去年，株洲市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通过网络、热线等接受市民
咨询、求助，并开通“马上就办直通车”，现场处置、有效解决群众合理
诉求。 （戴鹏 庞慧）

“培训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
“如果没有参加过创业培训，我们肯定会走很多弯路。创业培训，

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9月9日晚， 正在对公司员工进行创业培训的
单旭峰说。

今年35岁的单旭峰是株洲一家拥有自主品牌的科技公司的负责
人。他介绍，他研究生毕业后盲目创业，相继失败。正在迷茫之时，他
参加了株洲市人社局组织的创业培训。通过系统学习和导师帮助，他
重新出发，经过近两年努力，终于获得成功。

近年来，株洲市人社局紧紧围绕“稳定和扩大就业，鼓励和扶持创
业”工作主线，大力开展创业培训。今年上半年，就培训了6230人。

（戴鹏 何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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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株洲通用机场基本完工。该机场
位于株洲市芦淞区，是芦淞区打造国家通用
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
成后将为全市航空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基
础支撑和服务保障，为通航企业开展飞行器

试飞、通航运营、飞机情报等提供支持。随着
通用机场完工，株洲航空城加速崛起，最终
会形成一个集中小航空发动机研制、通航整
机制造、通航运营、配套衍生于一体的产业
体系。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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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6日上午，北京汽车株洲基地
二工厂正式落成，全新绅宝D50轿车下线。
该厂总投资超过50亿元，占地116.7万平方
米，从开工到落成仅用11个月，创造了中
国汽车工厂建设的标杆速度。 工厂以绿
色、品质、智能为战略核心，拥有冲压、焊

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可生产四大
平台车型，具备30万辆整车和20万台发动
机的年生产能力。随着二工厂项目全面投
产， 北汽株洲基地总产能将达50万辆整
车。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5月6日，北京汽车株洲基地二工厂落成典礼现场。 熊伟 摄

2014年1月13日，株洲产“阿
若拉”两人座轻型运动飞机。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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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31日，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
园正式开园。该园为中国动力谷引进和培育
企业研发机构的核心载体， 总用地5382亩，
建设总投资约223亿元。项目涵盖厂房、办公
总部、众创大厦、商贸总部、研发中心、展示

中心、会议中心、定制地块、生活配套等多功
能产品，为企业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同时
坐拥2000亩万丰湖湿地公园、300亩滨水运
动主题功能带，形成多角度、多层次的自然
空间。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2016年12月22日，株洲·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 谭清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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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列出口马其顿的动车组开始发运。
这标志着中国制造的动车首次进入欧洲
市场。 马其顿动车组项目是中国动车组
产品符合欧洲TSI标准进入欧洲市场第
一单。为满足客户需求，中车株机将低地

板技术应用到该动车组， 采用铰接转向
架技术， 使车辆能在更复杂的曲线线路
运行。同时，整车外形呈流线造型，并融
入马其顿民族特色， 使其犹如马其顿流
动的国家名片。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2015年8月16日，中车株机制造的出口欧洲的首列动车组正在起运。 梁超 摄

2013年7月7日，株洲方特欢
乐世界。 通讯员 摄

位于醴陵市的陶瓷
艺术城美轮美奂。

通讯员 摄

炎帝陵。
通讯员 摄

2007年4月24日，已经搬迁一空，即将推倒的清水塘老工业区旧
车间。 通讯员 摄

2014年3月31日，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生产的新式电动·新能源汽车。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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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湖南山河智能有限公司生产的通用飞机，整齐排放在车间内。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