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左图：1999
年8月，中联重科
创立大会暨第一
届股东大会在华
天酒店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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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图：1992
年9月， 中联建
设机械产业公
司挂牌成立仪
式。 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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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三湘桂花香，秋意渐渐浓。
10月初，记者来到株洲田心茅塘

坳。 当年的茅草、池塘、山坳，已不见
踪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
公司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总部大
楼、生产厂房，鳞次栉比，煞是气派。

长沙望城区中联重科麓谷工业
园，20多年前用扳手、榔头、螺丝刀在
简陋车间里敲敲打打的场景，已一去
不复返； 取而代之的是流水线生产、
智能化制造。

坐落在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

的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一张张由
远及近的照片陈列，将研究院转企改
制波澜壮阔的历程，生动呈现，令人
感慨万千。

……
我省科技体制改革，随着科研院

所转企改制而开启。湖南省属及中央
驻湘科研院所转企改制，从事业单位
到市场经营主体，实现了体制机制嬗
变；从“跟跑”到“领跑”，完成了技术
创新升级。这些科研院所“下海”搏击
市场，攻坚克难，逐渐成长为行业“领
头羊”， 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

� � � � 9月28日，是中联重科的“生日”。
1992年的这一天，时任建设部长

沙建设机械研究院（以下简称“长沙
建机院”）副院长的詹纯新，借款50万
元，组建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

2018年的这一天， 中联重科以
“科技智造未来”为主题，召开了公司
第四届科技创新大会。工程机械馆大
屏幕上， 一大批世界标志性产品，震
撼袭来：

全球起重能力最大2000吨的全
地面起重机、全球最长的101米碳纤
维臂架混凝土泵车、全球最高的登高
平台消防车……

它们的诞生和应用，颠覆了全球
对中国制造的认知。

“20多年前创办企业时，没想到
会把企业做到今天这个模样。 ”中联
重科副总裁孙昌军说， 建企之初，主
创人员的想法很朴素简单：“赚钱，不
再受穷，出趟门能坐的士，来客人能
上馆子。 ”

这些想法放在当时，已是够“奢
侈”了。

那时，长沙建机院日子“紧巴”得
很：600多人的院所， 财政拨款仅200
多万元；事业费逐年削减，院里几乎没
有经济来源； 科技人员甚至会为几块
钱的补贴，争得脸红脖子粗。

那时，距1985年开始全面实施科
技体制改革已有7年。 长沙建机院是
第一批改制院所，却主要以卖图纸维
持生计。

作为国内唯一集建设机械科研
开发和行业技术归口于一体的应用
型研究院， 长沙建机院举步维艰；詹
纯新以“捧着金饭碗没饭吃”来形容
其窘境。

为扭转困局， 中联重科破土而
生。

“国家‘断奶’，科研院所生存之
道在何方？ 大家都在找样本， 但无
‘本’可循。 ”孙昌军说，“只能试水过
河，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 ”

基于成套技术优势，中联重科瞄
准了混凝土输送泵车的研发和市场
开拓。

1993年，首台混凝土泵车成功下
线。

新产品面世即大获市场青睐，当
年，中联重科盈利300万元。

20世纪90年代初， 国家基建工
程、房地产事业方兴未艾，以三一重
工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大举介入工程
机械行业。

民营企业因机制灵活而衍生出
强大竞争力， 让中联重科感受到了
极大压力。 “决策流程太长， 对市
场反应慢。” 孙昌军说， 要将院办企
业转变为现代化企业， 中联重科股

份制改造、 上市， 不得不提上议事
日程。

2000年10月， 中联重科成功登
陆深交所。

这一年，全国科研机构改制进入
“攻坚年”。“脱胎换骨”的中联重科，
已跻身改革前列。

随后，中联重科在资本市场纵横
驰骋， 完成了一系列漂亮的并购重
组，企业实力迅速壮大。

经过中央企业地方化、大股东整
体改制等改革，中联重科也由一个国
有独资公司， 演变为湖南省国资委、
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战略投资者等
股东共同持股的公众公司。

孙昌军坦言， 改革过程艰辛，但
改革成果有目共睹，中联重科已经成
长为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端装备制造
企业。

产品线，1993年只有混凝土泵
车；如今，主导产品覆盖9大类别、800
多个品种。

生产方式， 以前作坊式生产；如
今，现代化制造基地遍布全球各地。

企业资产净值，改革转制之始仅
2600万元，2017年373.2亿元， 增长
1434倍。

1 自断“皇粮” 自负盈亏
中联重科成全国科研院所转企改制成功典范

� � � � 1999年12月， 中联重科进入上市关键
阶段，全公司上下奔波忙碌不已。

而每天出入天心区席草田巷一栋两层
办公楼的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以下简
称“湖南省建科院”，2013年搬迁至芙蓉区
解放东路新办公大楼）职工，却自由散漫，整
天无所事事。

“1999年底的湖南省建科院，还属于差额
拨款的事业单位，职工等、靠、要思想严重。 院
净资产仅248万元，还欠职工70多万元，已经
发不出工资。”湖南省建科院院长戴勇军回忆。

彼时，长沙建机院、中车株洲所等中央
驻湘科研院所的改革，如火如荼，声名远播。

湖南省建科院内， 以戴勇军为代表的
一批有志青年，躁动不安又满怀期待。“国家
科技体制改革已经搞了十几年，省内又有了
中央院所改制的成功案例，该轮到我们了。”

当年12月11日，湖南省政府下发《湖南
省深化省属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体制改革
的实施意见》。

一纸公文， 掀开了24家湖南省属技术

开发类科研院所转企改制大幕。
戴勇军说， 改革文件一下， 业界反应不

小。“有人害怕改革，担心丢了‘铁饭碗’、没了
事业身份；但大多数人支持，尤其是技术骨干
满心欢喜，放手一搏还可能闯出一条活路。 ”

改革需以铁腕攻坚。 湖南省建科院做
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长期不来上班的多名职
工辞退。

根据改制方案，湖南省建科院转制为科
技型企业，逐步向“建科”技术企业集团发
展；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发起成立隆平高科；
湖南省化工研究院整体转制成海利集

团；
湖南省冶金材料研究所转身成湖南省

冶金材料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4家省属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 有21

家转制为国有企业。
“下海”后的科研院所会不会被市场的

汹涌波涛淹没？
“不会！ ”

事实给出了答案。
戴勇军将湖南省建科院转制前后做了

一番对比：原先事业体制下，“等、靠、要”，现
在到市场“找饭吃”；过去是“铁饭碗”，现在
是“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就要努力找工
作”；过去比劳动时间、比吃苦耐劳，现在比
工作效能、比创新精神……

2017年， 建科院总资产达1.27亿元，是
1999年的50倍；年产值近3.66亿元，是1999
的124倍；营业收入达2.23亿元，职工收入大
幅提升，国有资产快速增值。

通过对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管理体制
等大刀阔斧地改革，隆平高科坐上了全国种
业企业综合实力的“头把交椅”； 海利集团
2016年实现总产值16.7亿元，竞争力居全国
农药制造业前列。

湖南省属及中央在湘科研院所转制企
业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新能源
等领域大显身手。

省科技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近5年来，
转制企业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年均增速达
35%以上，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年均增速超过
40%，累计制定国家标准150个，研发形成重
点新产品1600个。

2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1985年� 中共中央颁发 《关于科学
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科技体制改革大
幕全面拉开。
� � � � 1992年 以长沙建机院为代表的中
央驻湘科研院所， 率先启动科研院所转
企改制。
� � � � 1995年 中共中央颁发 《关于加速科
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

1999年 湖南省政府下发 《湖南省
深化省属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体制改革
的实施意见》， 我省省属科研院所转企改
制全面展开。

2000年 中联重科在深交所上市 ，
初步实现股权多元化； 后隆平高科、 时
代新材等脱胎于科研院所的企业先后登
陆资本市场。
� � � � 2006年 湖南省政府下发 《关于深
化省属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 旨在推进转制科研机构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

2012年� 中共中央颁发 《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
意见》， 科技体制改革转入全面推进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 � � � 2014年 国务院批复长株潭建设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长株潭成为科研院
所转制改革和体制创新的先行区。
� � � � 2016年�中共中央颁发 《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纲要》， 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
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标志
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 � � 2014年12月，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获批成立。

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积极促进科研
院所转企改制， 是示范区建设核心目标之
一。

长株潭地区共有72家科研院所，其中包
括20家中央驻湘单位。

1992年以来，长株潭把握先机，一大批
科研院所转制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

截至目前，已有39家技术开发类科研院
所转制为企业；31家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
建立现代院所管理制度；2家合并到高校。

转制企业成为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的中坚力量，成为全省经济增长重
要引擎。

2018年9月中旬，在第12届柏林国际轨
道交通技术展上，装载新一代混合动力牵引
系统的新型混合动力调车机车惊艳亮相。

该车由中车株洲所控股的株洲中车时
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设计，为德
国铁路股份公司量身定做， 是新一代绿色、
环保、高效、智能新型调车机车的代表。

这是中车株洲所科技成果快速实现商
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一个缩影。

“转制改革打破了院所产业‘无米下锅’
或‘小富即安’的局面，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产业化。 ”省科技厅长株潭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协调推进处相关负责人称， 转制
后，院所既是科技开发的主体，也是转化应
用的主体， 科技开发和产业化一体化发展，
成果转化的效率大大提高。

中车株洲所转制时，确定了“稳定一头”
保科研、“放活一片”办产业的思路。

“鲶鱼效应”不期而至。
一方面， 中车株洲所科研实力迅速壮

大，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纷纷面世。 仅1992至
1995年，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56项。 IGBT牵
引变流器等关键部件研制取得重大突破，奠
定了其在轨道交通电传动技术领域的领先
地位。

与此同时，以市场为导向，中车株洲所
大多数科研成果，变身为“和谐型”电力、内
燃机车，驰骋在祖国大江南北，并迅速攻占
国际市场。

中车株洲所董事长、党委书记李东林表
示，曾经偏居一隅的电力机车研究所，如今
成长为经济规模超过300亿、 产业遍布海内
外的高科技企业集团，持续改革是获取核心
竞争力和持久成长力的最大“红利”。

超级杂交稻、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
一张张亮丽中国名片，背后都铭刻了长株潭
科研院所转企改制的印迹。

2012年，“湖南长株潭自主创新”被列为
1号参政议政重点调研课题。“自主创新长株
潭现象”首次进入公众视线。

转企改革的浪潮中，我省科研院所在市
场风雨中搏击，于长空里翱翔，转出一个活
力迸射的新世界。

“上山”攻技术 “下海”搏市场
“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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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紧接1版③） 今年以来， 长沙主动对
接我省“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要求， 紧
抓500强这个招商引资的“牛鼻子”， 以大
项目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1至8月， 长沙市新引进500强项
目25个， 总投资额912亿元。 其中， 杉杉
能源年产10万吨正极材料生产基地、 中国
长城总部及产业化项目、 蓝思科技扩产项
目、 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等项目总
投资均达到或超过50亿元。 截至目前， 在
长沙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累计达152家。

在项目的储备和引进上， 长沙也留有
后手： 三一集团拟打造三一众智新城智造
创新旗舰项目， 建设工程机械主题的现代
工业经济综合体； 京东集团与长沙达成合
作， 将共同建设京东智能电商运营结算中
心、 京东无人车总部、 京东无人车测试示
范基地、 智能城市等项目； 猎豹移动公司
与湖南湘江新区达成合作， 共同成立猎豹
移动机器人研究院……

支柱产业迈向高质量
新动能来自企业的新市场、 新产品。
除了引进项目， 长沙的一些传统优势

产业和骨干企业也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瞄准产业链、 价值链高端， 特别是核心技
术研发领域， 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 获
得了新生。

前几年一度举步维艰的工程机械产
业， 至今年6月， 已经连续6个季度实现了
正增长。 复苏的背后是产业的脱胎换骨。

一批工程机械企业倒闭后， 坚持下来
的企业主动对接“一带一路” 倡议、 长江
经济带等重大规划， 受益于国内基建投
资、 生产制造工艺升级、 海外订单增加等
多重因素拉动， 纷纷丰富了产品结构， 抢
占新的市场。

三一重工在专注工程机械产业的同
时， 寻求裂变式发展， 衍生出三一众创、
三一重卡、 树根互联等行业新兴龙头。

中联重科上半年新增9款4.0智能化工
程机械产品， 实现净利润8.64亿元。

山河智能凭借“先导式创新”， 从小
挖机着手， 最早走出了低迷。 铁建重工坚
持自主研发， 如今国内市场占有率大大提
升。

目前， 长沙工程机械产业可生产12大
类、 100多个小类、 400多个型号规格的

产品。 挖掘机、 混凝土机械产销量居世界
首位， 隧道掘进机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
流动式起重机与塔式起重机产销量全国第
一。

此外， 长沙汽车产业也捷报频传， 一
批500强企业落户长沙； 广汽三菱发动机
厂量产， 破解了核心零部件不能地产的困
局……今年1至7月 ,全市汽车工业产值约
为737.9亿元， 同比增长约17.3%。

新的经济版图在扩张
新动能来自新的经济版图。
在全国驰名的“马栏山”， 视频文创

产业正在聚集。 10月13日,国家广电总局
与湖南正式签约,部省共建马栏山视频文创
产业园。

园区核心区规划5平方公里， 周边还
规划了约10平方公里的拓展区。 将建设以
数字视频内容为核心， 以数字视频创意为
龙头， 以高科技为支撑， 配套衍生数字视
频等全产业链集群。 至目前， 已注册落地
企业30余家， 与一批战略企业达成合作意
向。 本月底， 园中的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孵化园将开园纳客。
在岳麓山大学科技城， 面貌相比年初

已焕然一新。 沿着麓山南路步行， 宽阔的
步行道、 典雅精致的建筑、 一簇簇绿意盎
然的生态景观， 让人心旷神怡。

不但环境修葺一新， 产学研转化速度
也在加快。 作为“一校一园” 合作模式的
范例， 中南大学科技园 （研发） 总部高端
科创要素集聚， 首批19家企业 （项目） 进
行了集中签约， 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
端装备制造 （轨道交通）、 新材料、 节能
环保等众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后湖国际艺术园的湖南师大艺术小
镇、 湖大创意设计小镇为艺术园、 科创梦
想小镇， 已吸引新东方、 新航道、 58众
创、 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等一批有影响力
的项目。

依托高校学科优势， 打造环后湖知识
经济圈、中南大学创新经济走廊、桃子湖高
校双创街、西湖互联网58小镇、岳麓高新区
“一圈、一廊、一街、一镇、一区”的科创经济
发展新格局，构筑起一个完整的科创生态。

同时， 高铁新城与长沙临空经济区的
建设也正带动东部片区及东南片区的经济
强势发展。

迸发新动能�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对比往年，今年生猪生产风险大增。上半年，猪价

下跌，养猪业陷入深度亏损。但8月份后，猪价上扬速
度明显加快。 据省畜牧部门最近一周的猪价监测，活
猪价格每公斤超过15元， 生猪出栏每头盈利200元以
上，养猪业重回合理利润空间。

应对突发疫情引起的国内生猪供需变局，湖南落
实生猪产业发展政策，湘南、湘西地区崛起一批万头
猪场，散养户加速退出，生猪生产规模化、标准化进一
步提升，确保生猪外调和本土市场供应。省畜牧水产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半年， 全省出栏生猪2984.2万
头，同比增长3.5%。下半年猪价上扬，后期生猪出栏稳
增，市场供应将有充足保障。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全方位提供创业培训与创业担保贷款。将创业培

训对象扩展到有创业愿望和培训需求的全体劳动者，
并给予创业培训补贴。今年制定下发《湖南省创业培
训补充管理办法》， 将网络创业培训和创业模拟实训
纳入培训补贴范畴。 两次调整创业担保贷款政策，降
低贷款门槛。前三季度，全省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6亿
元，直接扶持1.5万人创业。

今年，我省首次启动创业服务三湘行系列活动，启动
创业服务微信平台、潇湘创业训练营、乡村创业领雁培养
计划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推进我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

� � � � 2017年10月23日下午， 株洲市神农大道， 嘉宾体验试运行的全球首列智轨列车。 当天， 由中车株洲所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列智能
轨道快运系统列车（简称智轨列车）， 驶入城市公共道路， 实现上路试运行。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