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9月初，省金融生态评估课题组第
六次对外公开发布“金融生态评估”结果。结
果显示，株洲市金融生态评估综合排名位居
全省第三，其中在“行政环境”项目中排名全
省第一，辖内五县（市）全部进入综合排名前
50位。

产业要转型升级，企业需优良环境。
目前， 株洲市已经连续两年深入开展

“企业帮扶年” 活动， 坚持为企业提供全方
位、全身心的帮扶。

为解企业发展资金之“渴”，株洲市相继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的实施
意见》、《关于鼓励企业在场外市场挂牌有关
事项的通知》等文件，开辟推动企业改制上
市的“快捷通道”，5 年间先后促推 3 家企业
上市、13 家企业挂牌新三板、102 家企业挂
牌四板市场，使这些企业在股票筹措发展资
金 138.05亿元。

为给企业通江达海之“便”，株洲市大力
推动区域通关一体化，大力推进“关通天下”
工程建设，通过重点推动无纸化通关，长江
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长株潭”通关一体
化等，使报关企业实现“一地注册、全国报
关” 的目标， 平均每批货物节省通关成本
200元，并节约一天通关时间。

为减企业费用过高之“压”， 株洲市于
2016 年全面实施“营改增”、减少行政事业
性收费、 降低社保费率和水电气价格等政

策，为企业和社会减负近 35 亿元。 今年，通
过落实“营改增”、停征了 41 项行政事业性
收费，可再减少企业负担 20亿元以上。今年
6 月，全市规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经同
比下降 3.8个百分点。

只要企业需要，政府马上就办。 今年前
9 个月， 全市收集交办企业各类问题 1864
个， 办结率 88%； 组织各类培训讲座近 70
场，服务企业 2000 多家；将 189 项前置许
可项目变为后置， 市本级行政审批项目由
302 项精简至 122 项；在全省首推“24 小时
见面”制，要求在问题交办后的 24 小时内，
责任单位必须与企业见面，建立解决企业问
题的快速反应机制。截至目前，全市 24小时
见面率达到 99.8%。

帮扶工作普遍展开，但效果到底由谁说
了算？ 株洲市的做法是引入第三方评估，形
成帮扶倒逼机制。 为此，该市委托国家统计
局株洲调查队，通过集中评议、走访了解、电
话调查等方式，全面、客观评估帮扶效果，对
10 个县市区和 44 个市直部门的帮扶工作
进行综合排名， 促使帮扶工作不断纵深推
进。

抓住机遇，顺势奋发。向新而生，生机勃
发。

转型升级， 使株洲经历了痛苦的蜕变，
也享受着成功的喜悦。 回首昨天，株洲无怨
无悔。 面对明天，株洲信心百倍。

今年 8 月 31 日，2017 年“院士专家株
洲行”再次举办。 活动期间，24 名院士专家
通过实地考察，就智能制造、新能源、航天航
空、陶瓷、生物医药以及科技创新公共服务
平台、 科技成果转化等 14 个项目进行现场
对接，开展座谈交流和咨询服务，为 20 多个
单位和 30 多家企业现场提出意见建议 80
多条，解决实际技术性难题 36个。

活动期间，中国科协还专为株洲颁发了
“创新驱动示范城市”牌匾。参加此次活动的
院士专家，同时被株洲市政府聘为经济社会
发展顾问或科技顾问。

据悉，这已经是株洲市第七次举办“院
士专家株洲行”活动。一个活动坚持多年，显
示出株洲市对科技的重视，对创新的渴望。

事实正是如此。 2015 年 12 月，株洲市
在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专门推出“创新
10 条”，明确提出要建立株洲科技成果转化
和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鼓励科技成果采用协
议定价、挂牌转让等方式交易。为此，市财政
每年安排 5800 万元科技专项资金，为单一
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最高 200 万元的引导资
金。 2016 年，株洲市连续颁发“科技杰出贡
献奖”、“科技进步奖”、“企业技术创新奖”、
“科技领军人才奖” 等， 奖金总额高达 500
多万元。

为扩大创新平台，几年来，该市重点建
设创新创业园区 10 个、众创空间 20 家，构
建起了“5+1”公共服务平台（创业导师咨
询、科技创新信息、技术转移综合、科技金
融、知识产权运营 5大平台和一个技术成果
产权交易所）。短短 3年间，株洲高新区在全
国的排名就从 40位跃升至 23位，轨道交通
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成功入选首批 17 家国
家专业化众创空间之一，是我省唯一入选的
单位。

目前， 株洲市建成技术创新平台 167
家，其中国家级 24家，省级 90家，新成立了

全国唯一的中国 IGBT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新建立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6个。全
市遴选领军人才 62 名， 培养核心专家 289
名，柔性引进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100多名。

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促使创新成果不
断喷涌———

由中车株所生产、 被誉为“中国芯”的
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可谓株洲的骄
傲。 这种功率半导体器件，是第三次技术革
命的代表性产品，科技含量极高，被广泛应
用于轨道交通、航空航天、船舶驱动、智能电
网、新能源、交流变频、风力发电、电机传动、
汽车强电控制等产业领域。 目前，中车株洲
所拥有世界第二条、国内唯一一条 8 英寸专
业 IGBT生产线。

今年 6月 26日 11时 05分，两列“复兴
号” 高铁列车从京沪两地同时对开首发，使
用的正是株洲市生产的“中国芯”———大功
率 IGBT。 在广袤的大地上风驰电掣的高速
列车，依靠 IGBT 准确把控着机车的自动控
制和功率变换。

不只是 IGBT。 今天的株洲，依靠科技
创新，还在不断地更新着“中国第一”的荣誉
簿：世界第一台储能式有轨电车、世界最大
功率电力机车，国内首列商业运营的中低速
磁悬浮列车、国内第一款高速永磁同步牵引
电机及系统、国内第一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航空发动机……

2016 年， 株洲市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
入占 GDP 比重达到 2.1%，高新技术产业总
产值突破 2000 亿元，完成高新产业增加值
623.6 亿元，增长 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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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指标都位居
全省前列。

顺势奋发 向新而生
———株洲市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着力发挥“四个作用”、加快建成“一谷三区”纪实之二（转型升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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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中央
电视台新闻频道迎十九大特别节目《还
看今朝》播出《中流击水新湖南》专题，作
为全国首个过千亿的轨道交通产业集
群、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生产基地
和出口基地，株洲轨道交通产业被摆在
第一位，被全方位、深层次报道。

在央视屏幕上，作为湖南工业“第一
名片”的株洲轨道交通产业被充分展示，
从“株洲·中国动力谷”率先亮相，到记者
走进中车株机直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
的第一台磁浮 2.0 列车车顶车身合拢，
到播音员满怀自豪地介绍中车株机市
场份额位居世界第一，中车株所为中国
高铁提供 “中国芯”IGBT 芯片等等，每
一个镜头都见证辉煌、令人骄傲。

在同一期节目中，“株洲工业” 的身
影亦密集闪现：制造出全国第一条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列车、全球
最先进的高铁永磁牵引系统、全球首列

虚拟轨道列车、 全球首台储能式电力牵
引轻轨车辆， 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客
车生产基地， 制造出全国 90%以上的中
小航空发动机……同时， 节目还专题介
绍了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醴陵陶瓷走向世界等重大标志性事件。

央视频道如此慷慨把镜头聚焦株
洲、定格株洲，充分说明了株洲在中国
制造业版图中的位置， 充分体现了株
洲工业的 “不一般 ”。 可以说，这张被
央视频频晒出的 “成绩单 ”，基本浓缩
了株洲市近几年在转型升级中所取得
的突出成绩。

诚如央视所言， 株洲在转型升级的
道路上正焕发新的活力，创造新的辉煌。
今年 5 月，该市因“大力培育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 推动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成效明显”和“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
度较大，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 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合
作等工作成效突出”受到国务院表扬，成
为全省受表扬最多的市。

株洲人说株洲，免不了回顾“曾经的辉煌”：
我国“一五”“二五”期间布局的八大工业基地
之一，在 40个工业门类中拥有 38个，在这片沃
土上诞生了 223个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

株洲人说株洲，也总有难以启齿的隐痛：清
水塘老工业区与沈阳铁西区等并列为全国“四
大工业污染区”，2003 年、2004 年连续两年进
入“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黑名单。 相对其他
新兴地区，株洲根本无法享受在“一张白纸”上
描绘“最新最美”图画的惬意，只能忍受在一张
被烟熏火燎过的旧纸上艰难下笔的煎熬。

面对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势，
株洲市绕不过去，别无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
想清楚，跟上去，赶上来，加快转型升级。

必须要转型升级！ 可以说株洲人心情最为
迫切。

怎么样转型升级？ 可以说株洲人内心最为
关切。

因此，决心已定的株洲，第一战就是攻坚之
战，第一战就是决胜之战。 第一战的主战场选在
了最难啃的阵地———清水塘， 这里曾经聚集了
260多家企业，产值近 300亿元，是株洲工业发
展的“顶梁柱”，也是株洲最大的污染源，“三废”
排放量曾一度占到全市总量的三分之二。

这一战是为荣誉而战，这一战更为明天而战。
2015 年底，株洲市委、市政府就清水塘老

工业基地搬迁改造发出攻坚令：“一年初见成
效，三年大见成效，五年完成综合治理，十年建
成新城”。具体就是，2016年底搬迁企业完成新
址选址，2018 年底搬迁改造企业基本关停退
出，2020年基本完成区域内环境治理，2025 年
把清水塘老工业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功能完
善、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豪言既出，等于自断退路，必须破釜沉舟。
株洲市全市总动员、 攻坚再发力， 在 2013

至 2016年关停污染企业 94家基础上， 今年派
出 3位市级领导和 200多名工作人员进驻一线
办公，以壮士断腕的意志推动关停，以“伤筋动
骨”的方式实现“脱胎换骨”，使清水塘老工业区
搬迁改造在短时间内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
今年 9月底，现有 153家企业中，除株冶及与之
高度关联的 4家企业外，计划关停 148家企业已
经关停 147家，56家有土地的企业中有 54家签
订土地收储协议或价格确认书。 目前，该区域内
已有 58家企业落实了搬迁承接地， 明年将实现
所有企业全面关停，清水塘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市
的占比由 30%以上下降不到 4%。

牵一发而动全身。 株洲市全面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由此向纵深推进。

更大范围的高污染、高危企业，进入前所未
有的“淘汰倒计时”。 从 2013年起，株洲市开始
大力实施湘江保护与治理三个“三年行动计

划”，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坚持“堵（源头）治结
合、 以堵为主”， 投入 200亿元完成项目 1002
个，关停企业（生产线）217 家（条），在市中心城
区拆除烟囱 115 座、 截流湘江污水直排口 31
个，关闭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 461个。 从 2016
年起，正在按照“治调并重，建管结合”的思路，
纵深推进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朝着“江水清、
两岸绿、城乡美”的生态目标迈进。

初步计算，这 5 年间，株洲市因为“关停并
转”损失了近 500亿元的 GDP。

痛定思痛，痛下决心，以短痛治长痛，使
株洲市终于历史性的迎来生态环境的“拐
点”：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62%，城市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 46%； 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从
2013 年的 214 天上升到 2016 年的 283 天，
湘江株洲段水质从国家Ⅲ类水质标准上升为
国家Ⅱ类。 今年 1 月，株洲获批国家第三批低
碳城市试点， 成为全省第一批获批国家低碳
城市的市州。

在此期间，株洲还建成了省内第一个地市
级排污权信息交易平台，成功举办省内第一次
排污权竞价活动；第一个出台排污权指标管理
制度，第一个进行排污权点对点交易，交易总
量居全省首位；建成了全省首家垃圾焚烧发电
厂，城市所有垃圾全部焚烧发电，年发电量达
到 1亿度。

今年 9月 8日， 株洲市首个海关保税监管
场所———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B型）顺利通过
验收。 该保税物流中心去年一月获批后，株洲市
共投入 7.65亿元进行建设， 目前是全市第一家
海关特殊监管场所和内陆“无水港”。

在开放崛起的大背景下，保税物流中心的
建成投入使用只是株洲市整个开放型经济平
台建设的一个代表。 除此之外，株洲还获批国
家铁路二级口岸，获批轨道交通、陶瓷、有色精
深加工 3 个国家级外贸出口基地和航空产业
省级外贸出口基地，所辖醴陵市获批省级外贸
基地县（市）。 2016年，全市新增出口业绩企业
78 家。 今年上半年。 全市进出口总额增长
27%，利用外资增长 21.7%。

而极具象征意义的是，铜塘湾保税物流中
心所在的位置，正是“名声在外”的清水塘地
区。

重化工、“老粗黑”的株洲，就这样义无反
顾地除疾、转身、升级，开始进行新的产业布
局，开始再造前行的动力，以求华丽蝶变。而正
是在这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中，该市结合特殊市
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优势产业优先发展，传统
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全新思

路，以此持续引领转型升级之路。
作为老工业城市， 株洲拥有轨道交通、航

空、新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 为此，该市创造
性地提出了“株洲·中国动力谷”的概念，第一
次从决策层面将这三大有内在联系的产业并
联起来，显示出全力建设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基地、 国内一流的通用航空基地、全
国新能源汽车基地的勃勃雄心。

“株洲·中国动力谷”振臂一呼，应者如云。
投资过百亿元的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目前
已有 103 家企业入驻， 并成为清华大学等 15
所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基地，10 位
两院院士在此设立院士工作点，中车株机研究
院、中车株洲所研究院和中车电机研究院也在
此加紧建设。 在去年召开的株洲市第十二次党
代上会，“株洲·中国动力谷” 建设被提到空前
高度：加快建成“一谷三区”被确定为株洲市
“十三五”规划的总任务。

作为老工业城市，株洲硬质合金、陶瓷、
服饰等传统产业基础雄厚。经过持续努力，株
洲硬质合金集团以硬质合金产品享誉世界，
已成为世界行业两强之一； 醴陵陶瓷产业年
产值逾 600 亿元，电瓷产量占全球的 1/3，日

用瓷产量占全球的 1/10；芦淞服饰市场是中
南地区最大服饰产业基地， 年销售额已经突
破 500 亿元。

对传统产业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一停了
之。 在毫不容情的“关停并转”，也为更具生命
力的企业提供着新的成长空间。 为此，株洲市
坚持“有进有出、有退有留”的原则，要求骨干
企业在主体搬迁进行的同时， 必须将研发、贸
易、设计、总部留在株洲，目前效果良好。

作为老工业城市，株洲也一直不遗余力地
追求“新”。 近几年，随着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
株洲的产业版图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海洋工程装备、节
能环保等新技术、 新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电
子商务、文化旅游、金融服务、商贸物流不断刷
新着在产业统计表中的占比率……

一个求“新”若渴的株洲，吸引力越来越
大：长城电脑来了，大汉惠普来了，微软来了，
阿里巴巴来了，希尔顿来了……依托这些高科
技企业，这座曾经满身烟尘的城市，已奇迹般
地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城市、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国家智
慧城市、“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

最终选择其实“别无选择”

创新驱动塑造“智造株洲”

2 优化布局谋求“再造动能”

转型升级成为连接株洲过去、今天与未来的桥梁。 谭清云 摄

1
3

4 环境营造讲求“软硬兼施”
“株洲·中国动力谷”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组成

部分。 图为中车株机公司的制造车间。 谭清云 摄
刚刚投产的长城电脑株洲基地。 谭清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