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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曾佰龙

连日来，湘潭全市掀起了一场“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湘潭怎么办”的大讨论，讨论的
一个核心话题是产业振兴。近两年来，湘潭不
仅收获了“全国文明城市”的荣誉，还迎来了
产业振兴的大好形势。 湘潭搭上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的“快车”，产业开始
由大变强。这片沉寂已久的工业重镇，在开放
中崛起，在崛起中再出发。

湘潭再出发———
效率变革说“智造”

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推动互联网、 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湘潭贯彻
新发展理念，已开始向“智造谷”进军，向高效
率增长发力。

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这样阐述“智造
谷”：“智”是指知识、技术、创意、模式，是高效
率的源泉；“造”是指制造能力、配套能力和上
下游产业的衔接能力；“谷”是指各方面人才、
信息、资金、政策汇聚的洼地。

“智造谷”洼地已经形成。11月15日，新松
机器人产业园在湘潭高新区动工建设。开工当
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并与新松“松
果”机器人互动，互致问候。新松机器人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曲道奎说：“新松机器人将成为
湘潭产业4.0升级加速器，建成后将辐射长株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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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100亿元。”而更
让人期待的是，新松机器人已经和湘潭本地数
家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嵌入式的合作和更加
完备的智造产业链建设已全面铺开。

今年,湘潭市出台了《湘潭‘智造谷’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年）》和《湘潭市智
能化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年）》，政
策流已经形成。同时，资金流开始为“智造谷”
建设铺路搭桥， 规模超10亿元的智造谷投资
基金已投向这里。 而人才流也在形成，“智慧
链”正在延长，目前已有6位院士和数十位高
端科技人才来到湘潭，共同建设“智造谷”。

制造强国梦———
动力变革是支撑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是十九大提出的新要
求。湘潭为打造“制造强市”制定了多个产业
振兴计划， 大家有一个共识： 产业既要敢于

“走出去”,更要敢于“站起来”，有作为，才会有
地位。结合省委提出的“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湘潭开始了产业振兴的探索。

“从‘3+3’产业到‘1+4’产业，不是简单的
算术题， 反映出的是湘潭产业发生的深刻变

化。这个‘1’，指的是湘潭先进装备制造和汽车
产业，是湘潭‘智造’崛起的动力和支撑。”湘潭
市市长谈文胜说。2016年， 湘潭装备制造业产
值900亿元，汽车产业规模达300亿元。在此基
础上，湘潭启动了两大产业的倍增计划，力争
通过3年到5年时间，实现先进装备制造产值超
2000亿元， 实现汽车产业占湖南省汽车产业
30%份额的目标，最终实现制造强市梦。

实现目标的底气在哪里？在湘潭经开区能
找到答案。从一块钢板到一辆整车下线，只是
“分分钟”的事情，湘潭已经实现了汽车生产制
造、销售、维修、二手交易、汽车文化与娱乐在一
个园区内集聚的全产业链打造。生产一台台汽
车是湘潭汽车梦的初衷，未来打造更加完备的
汽车产业链是新目标，湘潭瞄准汽车前、后市场
端发力。截至目前，湘潭已有奔驰、路虎等汽车
品牌服务企业30余家，全市80%的4S店聚集于
湘潭经开区。建设中的F2国际赛道及汽车文化
产业园，涵盖了汽车主题公园、汽车博物馆、二
手车交易市场、汽车俱乐部、汽车餐饮娱乐休闲
馆等主题休闲、生活配套设施等。

随着湘潭“两个千亿产业” 倍增计划实
施，一场动力变革的产业转型正在到来。

供给侧改革———
质量变革由兹始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
具体路径。 湘潭已然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试验田”，且硕果累累。

12月10日，华菱湘钢总经理曹志强正式出
任华菱集团董事长。危急时刻，湘钢在省委、省

政府的领导和湘潭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下，
曾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企业打破了长
时间连续亏损的局面，今年扭亏为盈，已实现盈
利25亿元。湘钢产品质量和结构调整后，斩获
了俄罗斯亚马尔项目、卡塔尔购物中心、港珠澳
大桥、上海中心大厦、山东石岛核电站等一批
“超级工程”大单。湘钢人创造了企业的奇迹，也
展现了湘潭供给侧改革的活力。

供给侧改革还在军民融合上开花结果。
在今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式上， 江麓集团生产的装备在朱日和训练基
地驰骋。近两年，湘潭重点打造的海工装备产
业正在形成，船舶综合电力系统、某某发射系
统、电气控制系统正面向深蓝，发展军民深度
融合产品。湘潭已经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
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新格局。

踏上“一带一路”，是湘潭产业进行供给
侧改革，解决市场端需求的海外探索。这些天
正是纳米比亚风资源最为活跃的时期， 湘电
技术人员张大强和林宏飞打算在当地过春
节。 他们和同事为纳米比亚建起了第一座风
力发电站， 截至目前已为当地输送清洁能源
718万千瓦时电量。 沿着“一带一路”65个国
家，湘电已经开始新能源产业布局；湘潭许多
企业也开始了“心向大海”的新征程。就在11
月，泰富重工与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签订了7
亿美元的港口总包项目。此外，湘潭本土80多
家企业与中东、东盟等地的合作日益密切，更
多的“湘潭智造”产品远销海外。

效率、动力、质量三大变革，将推动湘潭
这座新型工业化城市再次“脱胎换骨”，是湘
潭扬帆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信心所在。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肖帅军）今天，记者从湖南湘投控
股集团获悉， 集团旗下的湘投金天新材公
司通过国际航空航天组织颁布的航空航
天AS9100D版标准认证，成为国内首家通
过AS9100D版审核的钛焊管制造企业。

航空航天AS9100标准， 作为一部国
际公认的权威规范， 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
认可，是产品进入国际航空市场的通行证。

钛材是一种战略金属和新兴材料，因
其密度小、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等特点，
用途十分广泛，大到飞机、舰船、核电站，小
到人造关节、眼镜架等。然而，钛工业精深
加工核心技术被美、 日、 俄等少数国家垄
断，我国钛焊管等精工产品一直依赖进口。

为补足我国在这一战略性新兴材料

产业上的“短板”，湘投金天公司通过“钛钢
联合、产投融合、借网整合”等模式创新和
集成创新， 建立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创新体系， 实现了多项应用技术的重大
突破，创造了国内多个第一。其中，湘投金
天新材是国内钛焊管生产研发基地， 参与
了石岛湾CAP1400核电项目钛焊管全面
国产化研发， 成为我国首家核电级钛焊管
供应商； 发起成立国家核能材料产业发展
联盟， 使我国钛焊管由进口依赖国变为出
口国，并在“一带一路”沿线14个国家参与
了32个能源、海水淡化等项目。

此次湘投金天新材获得航空航天
AS9100D版认证，标志着公司钛焊管已获
国际权威认证机构认可， 将为公司的全球
竞争战略注入新的动力。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黄利飞）
12月13日晚，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
完成4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认购
工作。受大股东未参与可转债认购，以及发
行出现6.07亿元弃购影响， 公司股价连日
大跌，今日收盘跌5.89%，报31.8元。

根据相关规定， 蓝思科技的控股股东
蓝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蓝
思”），拥有“蓝思转债”发行总量75.17%的
优先配售权，但认购结果显示，香港蓝思并
未参与此次认购，导致“蓝思转债”的网上
中签率为0.33%， 创下了可转债信用申购
以来的中签新高。

据了解，香港蓝思属境外法人，而境外
身份的控股股东行使可转债优先配售权目
前尚无明确的配套法律支持，尽管多方努力
争取，但最终未能及时取得有关批文，香港

蓝思只能放弃本次可转债优先配售权。
不过，蓝思科技在互动平台上表示，公

司实际控制人考虑以其他方式， 在二级市
场增持公司可转债，未来若有相关进展，将
以公告形式予以披露。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金额，
由主承销商包销。对此，蓝思科技董秘彭孟
武称“预料之中，也可以理解”。

彭孟武认为， 公司控股股东因不可控
因素，无法全额认购优先配售债券，部分投
资者误解其对债券前景不乐观； 近期参与
可转债申购的短期赚钱效应消失， 部分投
资者热情不高。

公司称，“蓝思转债”的发行完成，将进
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增
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为蓝思科
技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王文 通
讯员 肖日凡)“新建小区组团路开放为公
共道路， 商住楼不设围墙楼栋间道路开放
为公共道路。”长沙市住建委昨天表示，《长
沙市开放式街区建设导则 (试行)》(以下简
称《导则》)本月起正式实施，将指导和推进
长沙市开放式街区的建设。 这是国内首次
有城市系统性提出开放式街区的开放模
式、技术特征及适用条件。

《导则》提出的开放式街区主要包括居
住功能区、商业办公区、机关大院与高校园
区4种类型， 按开放模式又分为部分开放
与完全开放。出台前，编制单位对长沙市现
有的近百个小区、街道、已建开放式小区进

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
《导则》规定，规划新建居住功能区组

团路直接开放为公共道路， 供慢行系统通
行; 已建的居住功能区， 当路网间距大于
400米且周边道路拥堵时， 开放的组团路
用于服务机动车交通， 当街区周边公共服
务设施及公交枢纽可达性差、 慢行系统不
完善、社区交往不便利时，开放的组团路用
于服务慢行交通，以提高交通的便捷性。

对商业办公区，《导则》 规定的是采用完
全开放模式，街区不设围墙，楼宇间道路开放
为公共道路，供慢行系统及机动车稳静化通
行。对机关大院与高校园区，《导则》划定了部
分开放与完全开放两种模式供按需选择。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行进三湘

湘潭开启
产业崛起新春天

2016年10月14日，湘潭市，湘电风能生产车间。（资料图片） 方阳 摄

国内首家！
湘投金天新材获国际航空航天标准认证

蓝思科技完成48亿元可转债发行
股价连日大幅下跌，大股东考虑在二级市场增持可转债

《长沙市开放式街区建设导则》本月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