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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城仰望
———“醴陵智慧”解读之一·“文化领衔”助力产业突围

符合“花炮十条”奖补条件的企业由前季数
家猛增到 35 家，斩获 567.3 万元，意味花炮企
业经过加速淘汰退出和整合提升得到逆势飞
扬。

兑现华联、 陶润等 6家瓷业公司在德国设
立陶瓷展区及进出口企业参加国内国际展会、
创新出口品牌等补贴多达 320 余万元，数据里
面透出“走出去”响起“丝路”的铿锵足音。

目前，醴陵市规模企业达 566家，其中外贸
进出口企业 280 家， 华联摘取中国出口名牌，
港鹏、 陶润、 裕丰等成为全国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 泰鑫等 21家企业取得全省国际知名品牌，
全市出口品牌占我省总数 13.8%， 产品主推陶
瓷、烟花、箱包、电子等，畅销 1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年进出口贸易总额 11亿元以上。

上半年，醴陵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工业增
加值、 财政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7%、7%和
9.3%，各项指标均居株洲市县市区排名第一；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水涨船高， 分别增长
8.3%、8.1%。

“收获感愈加沉甸甸！ ”一位当地市民说。
“感于收获，动之以诚”，醴陵百万民众一心

聚力于产业突围。

“四大战区”致敬“文心”———
凝心聚魂，再造瓷都促转型

致敬“文心”，再造瓷都。
醴陵市为文用心，全力以赴把“中国醴陵”

品牌文化工程宏伟蓝图， 转化为生动的文化坚
守和发展、繁荣实践。

“醴陵以‘瓷城’著称于世，瓷城就是醴陵的
‘文心’所在，耀眼的历史文光吸引着一批又一
批醴陵人投身其中建设精神家园， 厚重的历史
文脉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醴陵人勇往直前创新开
拓！ ”到“瓷城古韵”采访，项目指挥部干部谈起
活力滚烫的瓷城“文心”，话语里满是激情燃烧。

醴陵瓷城现规划以状元洲为中心，开发“瓷
城古韵”一江两岸，围绕“老城新生”命题，重启
“醴陵门”，打开“南大门”，打造城市文化的形象
地标， 营建游人向往的休闲胜境， 复活“古瓷
都”。

目前，策划 44 个子项目，分布长达 6.5 公
里的渌水南北两岸，投资约 46 亿元，建设周期
3 年，将新建游客服务中心、民俗风情长廊、思
情岛公园、乡情广场等，以及修缮千年县衙、渌
水人家、先农坛、清代文庙、瓷业学堂、状元芳洲
等。

打开“老城新生”文案，一张摄于 100 多年
前渌江河畔姜湾的湖南瓷业学堂旧照片格外引
人注目，照片为清廷官员熊希龄、醴陵举人文俊
铎与日本陶瓷专家和醴陵首批陶瓷学员合影。

据介绍，醴陵东汉置县，是“荆楚古邑”和
“吴楚咽喉”。 1889 年，湖南第一条铁路———萍
醴铁路于此修筑， 醴陵火车站成为湖南第一个
火车站。同时，醴陵陶土资源丰富，汉始制陶，元
宋即产青白瓷，之后创烧釉下彩青花瓷。

正因如此，1905 年，胸怀“实业救国”志的
熊希龄在文俊铎建议下，考察了今“醴北人家”
战区的“沩山古窑”，随即办学堂、设公司、建官
窑，那时便有“走出去、请进来”的世界意识，引
进日本先进设备及陶瓷专家，开启“传承博采、
中西合璧”制瓷之路。

1908 年，成功烧造出“白如玉、明如镜、薄
如纸、声如磬”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器，这是标志
中国陶瓷由衰而盛的转折点， 宣告醴陵是世界
釉下五彩瓷的发祥地， 从此在中国陶瓷发展史
上书写下“天下名瓷出醴陵”的辉煌一页。

标注“中国醴陵” 为世界所认知的历史时
刻，在 1915 年，醴陵釉下五彩瓷作“扁豆双禽
瓶”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被誉为“东方
陶瓷艺术的高峰”， 成为“国瓷瑰宝”、“瓷中之
魂”。 自此，醴陵继江西景德镇后成为中国的第
二个古瓷都。

新中国成立后，醴陵拥有“瓷城”盛名，醴
陵窑成为中国的“红官窑”， 不断开发出国礼
瓷、奥运瓷、世博瓷等新国瓷，引领时潮，红动
时流。

2012 年，“扁豆双禽瓶”列为“中国文化的
象征符号”，更加表明“醴陵陶瓷”即“中国名
片”。

由此，引爆“典藏中国，从醴陵开始”，卷起
“创意中国”新时代浪潮，引领“创意、创新、创
业”新经济风潮。

如今， 醴陵还是中国的色釉炻瓷和珐琅彩
瓷两大复兴地。同时，醴陵电瓷绝缘子及军工陶
瓷新材料等打破美日德等国的技术垄断， 进军
国际市场。 目前，该市电瓷产量与全球“三分天
下”，日用及艺术彩瓷产量在全球“十有其一”。

不仅如此，作为花炮祖师李畋故里，醴陵花
炮迄今 1400 余年历史，从中国的“花炮之乡”
跃升“花炮之都”。

早在 1922 年前， 当时就有美国客商来醴
陵经营出口花炮。 20 世纪末，醴陵开辟了自己
的“烟花丝路”，扩大了与西方各国和东南亚、非
洲、中东等地数十个国家的文化、技术交流，促
进了县域经济发展。

在进入二期提质改造的“瓷城画屏”仙山公
园，一处种有樱花的谊园，便是那个时期世界上
很多先进城市循着“烟花丝路”与醴陵缔结了友
好关系的见证。

不止于此，画屏之中，静静“隐逸”的渌江书
院，前身为元宋学宫，与瓷业并兴，可谓“斯文一
脉，厥盛千年”，已斥巨资数亿元，修旧如故而胜
于故，再度粲然“出世”，焕发“湖湘正学”夺目光
芒！

这所“千年书院”先后迎来朱熹、张栻、吕祖
谦、王守仁和左宗棠等巨擘传学，秉承“求经师
更求人师”要旨，立起醴陵“文化自信、明德至
善、经世致用、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精神，揭示
“立德树人”的教育真谛，昭示“人才为本”的发
展之策。

精神永恒根植，精彩演绎醴陵文化、教育、

人才与产业互促共进的“文心”传奇，翻新着醴
陵科教荣昌、人才辈出、产业发达、万世景仰的
历史篇章。

当今，产业突围，雄风重振，恰恰更加需要
传世“文心”锻造传世经典。

今日瓷城醴陵处于“一带一部”交汇点，承
东启西，襟湘挹赣，并且是全国唯一设有海关、
商检口岸的县级市，境内“三铁三高”交织成网、
国道省道纵横交错，融入“长沙半小时”“广州 2
小时”“上海 4小时”经济圈交叉辐射区，凭此可
登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株潭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快车。

市党政一班人表示，快速开启大城区、大园
区、大产区、大景区合而为一的“大城梦想”，激
发醴陵潜在的“中国名片”文化张力，沿着“一带
一路”走出去，面向“一带一路”请进来，推动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建成湖南东大
门最前沿开放崛起的门户城市， 让醴陵走向世
界，让世界走进醴陵。

9 月 28 日至 30 日，2017 中国醴陵国际陶
瓷产业博览会在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除了全国 30 个陶瓷产区企业来参展，就有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人士和业界精英赴会，
这在醴陵历史上盛况空前。可以说，有了自己的
国际性展示和交易平台， 世界也会不同往日只
是极其遥远地关注“中国醴陵”。

“中国陶瓷谷”战区在经开区西翼拉开 30
平方公里战场，基础工程投入 200 亿元，大小
子项目数十个， 使以陶瓷产品制造为主的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上下游全配套， 到 2020 年建成
集“产、创、展、商、游”于一体的陶瓷产业集中展
示体验区。

为了把中国陶瓷谷建成世界的陶瓷谷，今
年 4月， 醴陵市相关领导率该市商务部门与外
贸企业， 参加阿治曼“一带一路———湖南主题
展”活动，期间特别考察了醴陵人在迪拜创立的
151 国际品牌文化中心，与之对接，意欲把醴陵
打造成如迪拜一座充满超凡想象力的城市，那
里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便形成了全球著名的商
品集散地和批发中心。

迪拜所在阿联酋，位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
路”交汇点，沟通连接着欧亚非三大洲，是第一
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海湾国家， 两国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务实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抢抓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实现创新性的转
型突破！”当抵达以高 828米、楼 162层创下“世
界第一高楼”称号的哈利法塔前，当乘坐以每秒
17.8 米创造“世界第一速度”奇迹的电梯时，当
迈进“151”，看到这里还是由中东联盟发起成立
的中国·阿拉伯国际交流中心迪拜代表处，了解
到企业从 2000 年来迪拜发展， 业务已覆盖贸
易、投资、文化、旅游等领域，大家心中有底。

就在“151”， 此行成功举办醴陵陶瓷推介
会，阿治曼酋长国酋长也来此参观，与会商务代
表来自巴林、埃及、伊朗、以色列、约旦等 12 国。
醴陵市寄予厚望说，要倾力把“151”打造成中国
文化企业对接世界的“最高”平台，携手世界级
朋友圈，助力家乡醴陵扬帆出海，创造更多的世
界之最。

果不负望，“151”与阿联酋王室创办的中阿
卫视提前介入瓷博会，聚焦醴陵陶瓷、花炮、人
文和旅游，制作多集专题节目，向中东地区展示
“中国醴陵”品牌文化全图景，吸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贵宾慕名而至。

国际会展中心为“谷”之核，总投资 9.8 亿
元， 项目一期投入 7 亿元， 建成展厅 3 万平方
米， 周边已汇集世界陶瓷艺术城及新建的
“1915”国际陶瓷文化特色街区、在建的陶子湖
片区项目和凤凰山城市中心公园等。

中国陶瓷谷在经开区主体地位日益凸显，
正以国际会展中心及电商产业园等主导展示交
易功能，以陶子湖等主导旅游休闲功能，以釉下
五彩生产基地、 创新创业园等主导创新创业功

能。目前，电商产业园入园企业 65家，釉下五彩
生产基地入驻 11家品牌企业，全域旅游圈正在
形成。

醴陵市进一步深化经开区“一权两制一司”
体制机制改革，实行“园政合一”，归口管理长庆
示范区，整体托管国瓷街道，构建起“一谷（中国
陶瓷谷）一城（渌江新城）一园（东富工业园）”大
经开区，“北大门”及“东大门”、“西大门”次第打
开，规划面积翻倍，达到 100 平方公里，产业从
“一区独大”到“多地支撑”，并延伸谷脉气场，拓
展“醴北人家”世界陶源谷风景区，带动区域联
动协同发展，铸造“新瓷都”。

咬定“打造千亿产业园区，创建国家级经开
区”目标，经开区加紧建设世界釉下五彩之都、
全球出口电瓷之都产业园， 以及中部地区规模
最大的玻璃工业集群、 新能源汽车及轨道交通
产业基地，打造国家级新材料循环经济工业园。

至 9月中旬，经开区年度 71 个重点项目开
工率达 80%以上，成功引进“中国 500 强”碧桂
园及中盐红四方等， 分别在渌江新城和东富工
业园开建醴陵项目。同时，签约石墨烯材料产研
基地、 新能源电池电芯产业园等 32 个项目，合
同引资 50多亿元。

“新瓷都”迸发新活力。 经开区现发展华联
瓷业等高新技术企业 34家，企业建设研发平台
13 个， 华联拥有 1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恒
茂高科成功申报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两家企业
现进入上市辅导期。

“新瓷都”转换新动能。 时代金属生产并研
发轨道交通部件，拥有“两院一中心”，即技术研
发设计院、培训学院和国家级检测中心，开发冷
却系统、集成气路板等五大系列上千品种，全国
每一台动力机车都有其制造的核心部件。

呼应“古瓷都”，醴陵城市已然成型“南老
城、北新区”一体发展，犹如腾地一跃的“火凤
凰”，尽情舒展东西两翼，承南启北驭风而飞。

“四大战区”近中期规划 200 多个子项目，
计划投资数百亿元，分步实施推进。各大战区均
由市里主要领导担任项目指挥长， 实行部门联
合、镇街联动大兵团作战，坚持生态文明导向，
同步开展“三创四化”，深化“城乡同治”，围绕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目标，实施绿化、亮化、美化、数字化等基础工
程，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培厚“山水洲城”生
态底蕴，守住“千年古邑”文明之根。

“文心镌风雅，都城竞风流。 ”
醴陵市全力探索工业文明城市转型与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让文化城市书写产
经辉煌。

“四大战役”发力“中心”———
凝心聚气，千红万紫齐升级

� � � �“思想要紧起来、制度要立起来、责任要扛
起来，加快推进‘四大战役’。 ”8月底，醴陵市调
度全市 PPP 项目进展并交办问题清单时强调，
以大项目支撑大城镇，以大城镇托起大发展，以
大发展强化大安全， 着力打造经济增长的强大
引擎，形成产业突围的核心动力。

此前 4 月，该市成功举办 PPP 项目暨招商
引资项目推介会， 推介投资总额达 260亿元的
PPP 项目 5 个、招商引资项目 25 个，吸引中铁
五局集团等 100 余家央企、国企、上市公司及
知名民营企业家参加，现场达成众多投资意向。

市委、市政府表示，全力提升开放层次，有
效对接世界、中国及民营“500 强”，着力延链、
补链和壮链，将进一步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建立
PPP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深化政企合作，年内
力争引进 2 家产值过 10 亿元、5 家过 5 亿元、
20家过亿元的企业。

这次调度的落地 PPP 项目达 4 个，包括瓷
城古韵一江两岸文化休闲带建设、 渌江新城核
心区工程建设运营、东城大道醴陵段建设运营、
城市外环线道路建设项目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运营等项目， 总投资约 120亿元， 涵盖生态建
设、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公共事业等
领域。

目前为止， 醴陵市落实了 8 个 PPP 项目，
投资总额 200亿元以上，其中，“瓷城古韵”是国
家级示范项目，“渌江新城” 同时入选了国家及
省级示范项目。 当前，无论是 PPP 项目的质量
和规模， 还是政企双方合作的合同框架与项目
进展，醴陵都走在了省及株洲市前列。

醴陵市结合资源禀赋、 市场需求和产业发
展，今年精心布局 242个科技含量高、带动效益
强的重点项目，总投资约 1000 亿元，年度投资
超过 200 亿元， 自加压力年内开工 133 个，竣
工 67个。其中，政府性投资项目占 118个，总投
资 513.3亿元，年度投资 118.3亿元。按类别分，
产业项目及投资总额、 年度投资均占“半壁河
山”，分别达到 126个、528亿元、120亿元。

项目如此之多，投入如此之大，覆盖“四大
战役”，如何上马？

“四大战役”均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政委、
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 市级领导坚持联系重
点项目制度，一马当先，真抓实干，带动万马奔
腾，马上就办，以项目论英雄、论功过、论发展。

市委书记负责瓷城古韵、 华联智造等 6 个
项目，市长负责世界陶瓷艺术城二期、中洲组合
烟花自动化生产线等 11个项目，市委副书记负
责醴陵陶瓷学院、服饰产业项目等 7 个项目，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负责全域旅游开发与发展等 6
个项目， 市政协主席负责陶瓷产业项目等 5 个
项目， 常务副市长负责国际花炮物流中心新建
等 11个项目……

大力推行以“四个一”为前置条件的政务服
务改革“双百工程”，即政府性投资项目召开一
次会议联合审批， 对政府性投资项目及新办企
业项目原则上市政府领导只签一次字、 相关部
门只盖一次章，并全面实行“一费制”收费，促使
项目在供地后 100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审批，
并在 100个工作日内实现开工建设。

全市上下唯马首是瞻， 不断取得阶段性实
质突破。

直接把项目引入推进快车道的当为渌江、
高新两大集团，作为国有独资企业，正在实现从
政府投融资平台到城市综合运营商的根本转
变，逐步形成产业投资与资本运营的良性循环。

“弘扬工匠精神，打造提升城乡颜值和促进
产业发展的资本运营商！ ”渌江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黄小勇说，2014 年 10 月，公司整合市城
投、长庆、景区、市政等平台资源组建，现拥有国
资、基建、市政、公交、振兴、文旅等多家子公司，
并控股市友谊商厦公司， 参股市农商行和醴陵
沪农商村镇银行，为产业突围加足马力。

今年，渌江集团承担续建、新建、启动和竣
工的重点项目多达 72 个， 投资规模达 350 亿
元，涉及仙岳山文化景区、高铁片区、长庆示范
区、流星谭片区等片区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创意
文化发展区、自然生态低碳示范区、产城融合发
展先导区等，力争全年完成 100 亿元，刷新历
史最高纪录。

高新集团适应醴陵经开区大发展趋势，立
足园区，切入实体，争取上市，成立滨城开发、高
新投资、高新经管理三大全资子公司，控股 1 家
物业公司， 参股湖南文交所醴陵陶瓷文化产权
交易中心等 4家公司，实行集团化宏观管理、子
公司实体运作，通过投资、研发、分散股权等开
展多元化经营。

高新集团总经理谢智勇说， 正有序推进经
开区中国陶瓷谷、总部经济园、交通装备制造基
地、慧心园高端房产、东富工业园、电瓷产业园
等近 20个重点项目，已有不少提前竣工。

按照市委、市政府指令，渌江、高新两大巨
头将十分睿智的头角伸向天地广阔的农村，注
力开发一批特色小镇，带动建设一片美丽乡村。

“有高新集团主力来镇上共建服饰产业园，
‘标志服饰小镇’不小！ ”船湾镇党委书记彭庆纪

说， 该镇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加工职业服装，如
今产业链上企业发展到 200 余家，创造了中国
驰名商标“韶峰”和“亚西欧”等品牌，产品出口
到了美德等国。去年，创产值 51亿元，再次评为
“中国职业服装名镇”，现以园兴镇，实现产业化
发展。

东富镇位于古称“吴楚咽喉”之地，镇党委
书记杨冬发深有感触地说，高新集团来“建园”，
渌江集团来“铺路”，让“边界小镇”不边，乘势而
为打造“边界工业小镇”。

东富境内 333 省道一段 6.31 公里，提质改
造后的路幅宽达 42 米； 莲株高速过境 6 余公
里，园区东富大道约 7 公里，交通区位优势瞬间
明显。东富工业园与经开区融为一体推进，继旗
滨玻璃等入园投产，今年 6 月新建电瓷产业园，
已有 29家企业达成入园意向，其中华鑫、阳东、
湖电、华珠等 4家电瓷龙头企业落地开建。

提起华鑫跨镇发展， 浦口镇党委书记王平
有建议要提，争取东富大道延伸到该镇，建条浦
东大道，延展到白兔潭镇，因为浦口不仅是醴陵
历史上重要的电瓷和花炮产业基地， 现也有大
片区域划转白兔潭建国际花炮物流中心， 合力
打造一条以电瓷、花炮为主体色的“现代工业文
明经贸走廊”，将更好辐射周边处于醴浏及湘赣
边界的乡镇。

浦口镇在以华鑫为龙头打造“电瓷小镇”同
时，重整旗鼓振兴曾经名闻欧美市场的“小礼花
弹重镇”，推动湖南环球烟花公司改制，实行与
南阳花炮厂等 5 个企业重组“环球集团”，重焕
昔日应有的光彩。

国际花炮物流中心为提升醴陵东部花炮主
产区功能而建，投资总额 7 亿元，建筑面积 17
万多平方米，主要有综合服务主体群楼、贸易门
店、仓储和物流配送基地等，渌江集团与白兔潭
镇携手打造国家级“梦幻烟花小镇”。今年，企业
已自筹资金 1.8亿元，破土动工兴建。

醴陵市还开辟“株洲港—宁波港—上海港”
等“水陆联运”出口通道，借力“铁海联运”、“湘
欧快线”，以物流带动商贸，致力把国际花炮物
流中心建成湘赣两省花炮主产区出口物流中
心， 进而确立醴陵在全国花炮主产区的中心地
位。

市花炮局局长胡兆霖生动形象地介绍，包
括市里投资 4 亿元建设大型焰火燃放场和观
礼台、注资担保为花炮企业提供 1 亿元融资额
度等，让相比“陶瓷”发展坎坷的“花炮”备受鼓
舞，再也不“憋屈”，跟上转型升级，脱胎换骨新
生。

“强化红线意识，坚守底线思维，大力促进
安全发展，我们始终担当！ ”市安监局局长田安
平表示， 市里赋予安监部门做好落后花炮企业
退出工作职责， 他们创新实行花炮企业分级管
理， 优化企业审批手续， 引导三类企业自愿退
出，推进企业规范化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力争今年全市烟花爆竹企业总数控制在 240家
左右， 再过 3年形成具有品牌竞争优势的现代
花炮产业集群。

李畋镇是花炮祖师李畋诞生地， 坚守花炮
原产地，坚守花炮文化，建好“李畋故里小镇”。
镇党委书记杨翔说，响应国家“机械化换人、自
动化减人”科技强安专项行动，该镇中洲烟花已
有 5条组合烟花自动化生产线同步建设， 科富
花炮也建成爆竹自动化示范生产线， 均为全国
首创。

“边界不边，小镇不小”，值得坚守的产业文
化在醴陵无处不有，既是山水自然的孕育，也是
人与自然的合作， 各个特色小镇带给人们新鲜
的感觉与怀旧的气质，并存于车水马龙之间。

昔日静寂而贫困的“醴北人家”，紧随长达
100 公里的旅游扶贫专线开通，“沩山古窑”“枫
林印象”“黄乡民居”“官庄山水” 等特色小镇和
沩山、樟仙岭、隆兴坳、官庄等“醴北十村”美丽
乡村千姿百态面世，伴随“文化 +”结合“旅游
+”活动常态化开展，各路游客纷沓而至，一路津
津有味的乡土文化盛宴的极致体验， 也令当地
群众对市里实施“美丽脱贫”越来越感到心里踏
实。

隆兴坳村党支部书记付铁棉高兴地说：“通
过山地马拉松比赛，村里生产的白芽、皇菊以及
‘五福堂’ 蜂蜜等特产越发有名了， 被争相抢
购。 ”他介绍，该村是耿飚将军故里，近年借“耿
传公祠”靓丽名片，开发乡村旅游，增加了村民
收入。

最近，枫林康养记忆特色镇项目落户“醴北
人家”枫林镇，该镇今年被列为株洲市 20 个特
色小镇之健康养生小镇，打造国家“千企千镇”
工程新型小城镇创建模式示范镇。

“贫困村不靠产业致富脱贫，产业突围就不
算成功！ ”醴陵市表示，力推“旅游助跑”加速脱
贫，建设“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力抗返贫，确保
今年全市实现整体脱贫， 率先全省进入全面小
康。

“一瓷一景一代言，亦画亦文亦讴歌”！
不久前，醴陵瓷界集体创作“新醴陵、新八

景”瓷作，包括书院春秋、古桥芳洲、云岩禅音、
沩山洞天、仙山望岳、官庄平湖、耿祠荷风、五
彩瓷谷等，并在全市评出 8 位女性青年形象代
言人，与文学、书画、摄影、乐舞等文艺人才互
动，展示醴陵砥砺奋进的最美风情，献礼“十九
大”！

直奔“重心”，以诚立信，凝心聚力“四条战
线”……

致敬“文心”，为文用心，凝心聚魂“四大战
区”……

发力“中心”，合力同心，凝心聚气“四大战
役”……

心心相印， 延续文脉， 振兴产业， 再造辉
煌———“大美醴陵”疾步走来，真是“美美与共、
各美其美”！

（上接 3 版）

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 张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