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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谷”里风帆激
—来自湘潭国家高新区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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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特色园区
■ 刘澜

彭婷

长株潭城市群还有这么一种称呼：“长沙—创新谷、株洲—动力谷、湘潭—智造谷”，这是长 株潭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最鲜明的特色。 “以发展智造的底气，激昂创新发展的动力。 ”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曹炯芳寄语“智造谷”建设时说。 湘潭高新区作为该市“智造谷”的主战场风帆正激。

制定一个规划
湘潭高新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初
步形成了以新能源装备、钢材深加工、先
进矿山装备等产业为主导的集群化发展
态势， 聚集了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
力的企业和一批优质创新资源， 正加速
由“高新制造”向“高新智造”转变。“智造
谷”是湘潭高新区按照国家科技部《长株
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2015-2025 年）》
“一区三谷多园”构架
的顶层设计，依托现有基础优势，着力发
展智能装备制造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形成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研发 + 制造 +
服务”全产业链的核心产业集群，打造中
部地区科技成果转化、创新要素集聚、创
新创业的核心区。
“十三五”时期，湘潭高新区肩负着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一极
和湘潭市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这一重大的
历史使命，被赋予了“智造谷”核心区的
重要角色。 因此，湘潭高新区将率先承担
起湘潭市“智造谷”建设的重大任务，为
大幅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影响力、
区域带动力作出更大贡献。 近日，湘潭高
新区工委审议通过了《湘潭高新区“智造
谷 ”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期 限 确 定 为
2017-2025 年，规划的核心目的：一是从
战略层面，立足“中国制造 2025”、“互联
网 +”等国家战略机遇，进一步探索湘潭
高新区未来智能制造领域的突破口，顺

院士专家助力高新区“智造谷”发展园区行

应发展态势，寻找产业促进的着力点，进
而对湘潭高新区“智造谷”产业未来发展
的思路形成具有前瞻性的总体指引。 二
是从操作层面， 依托现有的三大主导产
业 （钢材深加工、 矿山装备、 新能源装
备）， 在产业的内涵上进行深入挖掘、探
求内生增长基因，外延上进行关联性、前
瞻性布局， 大力推动现有主导产业转型
升级的同时，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从而构建“3+1”产
业体系，即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并选择机器
人、风电装备、集成电路、工业软件、大数
据、人工智能、3D 打印、工业设计和智慧
物流 9 个子领域作为重点打造能够代表
湘潭在全国智能制造领域有明显优势的
方向，培育一批品牌企业和拳头产品，打

造智能制造特色产业集群。
为此，规划提出湘潭高新区作为“智
造谷”的核心示范区，将构建“一轴两片
多点”的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
“一轴”是以湘潭大道为中线，构建
湘潭高新区产城融合发展轴。
“两片” 是围绕湘潭大道中轴线，分
成南北两片，北片定位“芯片产业园”，集
中布局创新创业服务、软件与工业设计、
信息与大数据服务等。 南片定位“智能制
造港”，优化提升现有产业，围绕高端装
备集中布局人工智能、3D 打印、机器人、
新能源装备、智能材料等。
“多点”是布局核心功能、园中园、重
点项目以及未来可能布局的新区包括
（但不限于） 两大创新资源核心聚集区、
高端装备园、信息产业园等。

湘潭机器人产业园鸟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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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智造园区是打造“智造谷”的有力
载体。 目前湘潭高新区入园企业 1137 家，其
中规模以上企业 154 家、上市企业 8 家。“十
二五”期间全区技工贸总收入实现年均增长
35.4%，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30.6%，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33%；2016 年实现
技工贸总收入 1213 亿元。
率先打造了中南地区首家院士创新产
业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湘潭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欧阳晓平牵头，引进了特
种机器人、超纯高阻硅 X 光探测器、多肽药
物研发中心等高端科技人才带项目。 与深圳
清华研究院合作建成长株潭创新中心，建成
创业苗圃与科技孵化场地 40 万平方米、科
技企业加速器 25 万平方米， 创新创业平台
载体不断完善。 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3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8 家、技术创新联盟 2 个、各类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 8 个、 博士后工作站和流动站 5 家、
院士工作站 3 家。 目前，园区拥有 16 项国家
863 计划、26 个国家火炬计划项目，95 项国
家创新基金项目，拥有 2600 多种高新技术
产品。
重点打造湘潭机器人产业园，今年 4 月
24 日， 湘潭高新区管委会与沈阳新松机器

力合长株潭创新中心

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
建设湘潭新松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分三期建
设，总投资 120 亿元。 重点打造“一平台四基
地”，其中“一平台”即智能产业创新服务平
台，“四基地”即机器人产业研发创新基地、
机器人装备及零部件生产基地、工业 4.0 产
业基地和机器人健康产业基地。 将创造性地
整合机器人产业、金融产业、文化产业、旅游
产业和生活配套功能，打造五位一体的生态
型智能制造特色小镇。 建成后的机器人产业
园将辐射长株潭地区，形成一个机器人和智
能制造全产业链集群，预计实现机器人产业
年产值 100 亿元。该产业园未来将推动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带动相关应用行
业转型升级，肩负建设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使命，率先打造中部地区机器人规模
化示范生产基地。
据了解，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隶属中国科学院，是中国工业机器人
诞生的摇篮，现拥有以院士、博士为核心的
2000 余人的国家级研发团队。 工业机器人
产品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创造了中国机器
人产业发展史上 108 项第一的纪录， 是国
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全球机器人产品线最
全、全球市值第三的行业龙头企业。

新松机器人产品

引进一批人才
高端人才的引进是发展“智造谷”的必
备条件。 高新区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不
断强化科技创新投入，“十二五”期间，累计
兑现科技创新奖励 3000 多万元。 先后引进
欧阳晓平、王浩、邓中翰、王怡芳、罗安、卢秉
恒等院士 6 名、吸纳专家学者 11 名，其中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 7 人。 在全市率先成立高
新智库，构建高端人才和项目的“搜采器”，
开发专家项目数据， 已汇聚国内外 60 多位
科技领军人才。智库，是思想创新的源泉。智
库建设，自然成为评判地区软实力的重要标
准之一。 2016 年 ８ 月，湘潭高新区率先在
全市成立智库，首批 ８ 名专家纳入智囊团。
湘潭高新区智库的成立，是高新区多年来实
施“人才战略”的一个节点。 聚集区域性高端
人才，打造创新人才“洼地”，是湘潭高新区
之所以能以小搏大的关键所在。
“十二五”以来，湘潭高新区大力实施人
才发展战略，先后出台了《湘潭高新区人才
奖励办法》《湘潭高新区人才强区实施方
案》。 明确了“项目＋人才＋资金”三结合的
高层次人才引进模式， 不仅与中南大学、湖
南大学等 18 所省内高校和院所建立了定期
走访会商机制， 还成立高端人才和项目的
“搜采器”，开发专家项目数据信息库，积极
对接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教授。 通过这条“人

才高速通道”， 一大批科技领军人才汇聚高
新区，挺起了“高新智造”科技创新的脊梁。
为加速科技成果支持实体经济的转化
周期，湘潭高新区还专门设立了科技领军人
才奖、科技骨干人才奖、高级技能人才奖、大
学生（海外留学人员）创业奖等 4 个奖项，五
年来累计兑现科技创新奖励 3000 多万元。
同时，广泛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引进工程
院欧阳晓平院士等 21 位高端人才，与 58 名
专家建立稳定对接关系，有教授、专家领衔
产业化项目达 20 项。 还与湖南大学等 6 所
高校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并在区设立技术
转移分中心。
制造，智造，一字之差，差之毫厘，谬之
千里。 在依靠科技创新的引领下，湘潭高新
区正加速实现由“高新制造”转变为“高新智
造”。 湘潭高新区智造谷的大步阔进，将为长
株潭、中部地区乃至全国贡献出澎湃的智能
能力，助推《中国制造 2025》目标加速实现。

——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三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