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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株洲摆脱对冶炼、 化工等重化工业
依赖， 做大做强轨道交通、 通用航空、
新能源汽车三大优势产业； 郴州大力发
展有色金属深加工以及电子信息等高科
技产业， 以往占GDP七成以上的矿业经
济“压缩” 转型后， 经济总量不降反升
……

近年我省坚持调结构、 转方式， 硕
果摇枝。 特别是近5年来， 我省着力践
行新发展理念， 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以开放激发升级活力， 全省综合实力跃
上新台阶， GDP跃居全国第九位； 轨道
交通、 工程机械、 特高压装备等一批创
新成果令人瞩目， 工业千亿产业增加到
11个， 全省工业增加值超1.11万亿元。

湖南， 正从传统的农业大省向制造
强省迈进。

创新驱动，“湖南创造”美名扬
9月下旬， 时速350公里的“复兴

号” 动车在京沪线投入运营， 再次提速
中国轨道交通。

其实， “复兴号” 从里到外， 从体
到芯， 有不少技术都来自湖南———

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自主
研制的牵引动力装备， 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刷新全球高铁速度；

高铁“心脏” 部位的IGBT核心部
件， 负责对高速列车复杂的电力系统进
行控制， 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IGBT生
产线只有2条， 其中一条就在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所还掌握着“复兴号” 运
行控制的“大脑” ———网络控制系统；

“复兴号” 上的真空断路器、 高压
电缆总成等， 也来自我省的“高精尖”
企业……

传统“鱼米之乡”， 造出“大国重
器”！

超高速列车、 超级杂交稻、 超级计
算机， 誉满全球。 “三超” 背后都有着
一个共同的名字———湖南创造！

5年来， 我省创新成果迭出。 中低
速磁悬浮列车、 高端地下装备、 “海
牛” 深海钻机等一系列尖端产品， 占据
世界技术制高点， 在全球市场大放异
彩。

到2017年， 我省创新综合实力由
2012年的全国第15位上升到第11位，
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3%提高到55%，
专利综合实力升至全国第七位。

创新驱动发展引擎。
“去年拿出约6亿元搞研发， 今年

会更多。”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飞香介绍， 公司3500名正式
员工中， 有超过1000名研发设计人员，
年研发经费不低于营业收入的6%。

近年来， 铁建重工自主研制开发了
国内和全球高端地下装备首台套产品共
30余项， 全球首台永磁电机驱动盾构
机、 全球首台护盾式掘锚机、 国产首台
大直径敞开式TBM等相继问世， 产品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铁、 隧道施工中
大展拳脚， 短短几年， 销售额突破百亿
元。

长沙“创新谷”、 湘潭“智造谷”、
株洲“动力谷”， 创新型企业灿若繁星，

“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 ” 备受瞩目。
2016年，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
现技工贸总收入8830亿元， 同比增长
13%。

结构优化， 产业迈向中高端
国庆节前夕， 华菱涟钢传来喜讯，

其冷轧汽车用钢正式进入北汽集团采购
平台。 此前，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分公司冷轧汽车用钢供应商只有国内
2家特大型钢铁企业。

“汽车用钢产品要经过多种认证，
其中， 仅1000小时的盐雾试验认证一
项， 就要将钢板表面人为破坏， 然后在
极端酸性的环境下浸泡1000小时， 钢
板不能有任何起泡等现象。” 涟钢销售
部部长李国仓介绍。

实施薄板深加工， 链接汽车板， 涟
钢通过产品优化升级， 今年上半年盈利

4.2亿元， 创近5年来最好成绩， 还带动
了一批汽车零部件产业崛起。

产品走高端路线， 迅速赢得市场，
华菱旗下3家钢铁企业成功地打了一场
漂亮的“翻身仗”。 今年前3季度， 华菱
钢铁预计实现利润32亿元至34亿元， 比
去年同期净增48亿元至50亿元。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落后产能纷纷
被淘汰。 围绕“三去一补一降”， 我省
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淘汰化解煤炭过剩
产能2079万吨、 钢铁过剩产能50万吨、
钢铁落后产能128万吨， 将一批“僵尸
企业” 出清， 为优秀企业、 优质产能腾
出市场舞台和发展空间。 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不断推进， 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
升。 今年前7个月， 我省规模工业企业
利润增长18.7%， 同比提高10.4个百分
点。

与此同时， 先进制造业链条在不断
完善延伸， 先进储能材料及电动汽车、
航天航空及北斗等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 正成长为我省国民经济大厦的基
石， 去年实现产值7900亿元， 同比增长
逾16%。

智能制造表现亮眼， 博世4.0工厂、
泰富重装、 中联重科、 楚天科技等一批
企业成为行业智能化“翘楚”。

产品、 产业、 产业链迈向中高端，
经济释放新动能。 2016年， 我省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分别同比
增长9.4%、 16%， 占GDP比重分别达
11.2%、 22%。 今年来， 电子、 汽车、
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继续跑步前进。

随着制造业加速， 生产性服务业一
路疾行。 2016年， 我省规模以上高技术
服务业、 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11.2%、 16.3%。

位于长沙高新区的湖南海翼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跨境电商企
业， 一年销售2000多万个“充电宝” 到
欧美日市场。 “今年上半年销售收入15
亿元， 同比增长75%。” 公司副总裁张
希介绍。

像海翼这样的移动互联网企业，我

省已超过2万家。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26个新兴服务行
业，营业收入增速明显加快。 1至8月，全
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875.11亿元，同比增长17.9%，增幅在全
国位居第五。 目前，第三产业在我省经济
中占比已达到50.2%。

开放发展， 打造产业新高地
9月中旬，《湖南日报》 用数个整版，

刊登了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名
单、中国500强企业名单、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榜单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简
介”“湘商在外投资名录”。

此举意在让各单位、 市州、 县市区
以及各园区、 企业， 逐一对照， 对接
500强， 提升产业链。

“500强”， 带来了资金、 资源， 还
有人才、 技术、 品牌和管理优势， 成为
助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劲动力。 目
前， 全球企业500强来湘安营扎寨的达
193家。 今年以来， 我省又引进麦格纳、
舍弗勒等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8个，
投资总额350亿元。

长沙市雨花区创新创业园从沿海机
器人产业领域挖“能人”， 3年引来150
多家机器人及配套企业， 崛起百亿机器
人产业。

邵商回归带回先进技术和工艺，引
领邵阳的箱包、五金、打火机、药材等传
统产业不断升级，走向世界……

项目引进来， 经济上台阶。 以2014
年以来实施的创新创业“135” 工程为
例， 全省已培育创新创业园126家， 引
进创新创业型企业6038家， 累计完成投
资1325亿元， 拉动民间投资近4000亿
元， 极大地推动了我省经济转型升级。

走出去融入全球市场， 湖南制造的
国际国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而且不断
向着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高新技术、装
备制造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速。今年1
至7月， 我省机电产品出口额达354.5亿
元，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近一半；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增长近1倍。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玉
烛) 记者今天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悉，
河北省科技厅昨天组织对该中心袁隆平院士团队选育的
杂交稻“湘两优900(超优千号)” 百亩片现场测产， 平
均1149.02公斤， 即每公顷17.2吨， 再创世界纪录。

据介绍， 该示范基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 面
积102亩， 是“超级杂交稻百千万高产攻关示范工程”
在全国开展协作攻关的示范点之一。 该地区全年无霜期
达205天， 活动积温达4371.4摄氏度， 年降雨量在549.4
毫米左右， 属轻度盐碱土。

测产报告显示， 测产专家组由华中农业大学、 中国
农业科技创业创新联盟、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河北省土
壤肥料总站、 河北工程大学和邯郸市农牧局土壤肥料站
的7名专家组成。 在现场考察的基础上， 专家组随机抽
取了3块地进行人工收割、 机器脱粒、 实收实打， 实收
总面积 3.126亩 ， 3块地亩产分别为 1181.00公斤 、
1129.68公斤和1136.38公斤， 平均亩产1149.02公斤。

据介绍， 此次示范从3月底采用小拱棚旱育秧方式
育秧开始， 整个生育期表现良好。 10月5日初步实收测
产， 成穗率78.6%， 结实率90%， 千粒重25.5克， 预测
亩产理论产量1357.4公斤。

1149.02公斤！
超级杂交稻百亩片再创世界纪录

从农业大省迈向制造强省
———看我省如何在转型升级中华丽蜕变

———新理念新常态新变化

� � � � 据新华社长沙10月16日电 水稻长得比人高、 亩产可
达800千克以上———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16
日正式发布一种水稻新种质，株高可达2.2米，具有高产、抗
倒伏、抗病虫害、耐淹涝等特点，被认为开启了水稻研制的
一扇新门。

在湖南长沙郊区的试验田里，记者看到，这种“巨型
稻”株高普遍在1.8米以上，株形高大，集散适中，叶挺色
深。亚热带生态所研究员夏新界介绍，这种“巨型稻”光合
效率高，单位面积生物量比现有水稻品种高出50%，平均
有效分蘖40个，单穂最高实粒数达500多粒，单季产量可
超过800千克/亩。

此外，“巨型稻”茎秆粗壮，直径可达18.5毫米，叶片
蜡质和角质层厚，具有抗倒伏、抗病虫害、耐淹涝等特点。
夏新界说，“巨型稻”是在现有优异种源的基础上，运用突
变体诱导、野生稻远缘杂交等一系列育种新技术，获得的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水稻新种质材料。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新种质材料， 具有很高的生物
量，未来还需要努力提高收获指数。”著名水稻专家袁隆
平院士在“巨型稻”试验田现场说。

亚热带生态所所长吴金水表示，“巨型稻”株形高大、
稀植、生育期长、叶茂且冠层高、淹水深度大等，还可为
蛙、鱼和泥鳅等稻田养殖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具有
适宜种-养结合的优势。

“巨型稻”2.2米高
亩产可达800千克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