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张泽鹏

【事件】
2015年，全省装备制造业主营业

务收入突破万亿大关， 达到10591.6
亿元，成为湖南省首个万亿级产业。

【亲历】
“我小时候看到最多的车就是自

行车和拖拉机。 ”今年41岁的长沙市民
段中华来自衡阳常宁， 谈起改革开放
带来的变化，他说,“印象最深的是邮递
员绿色的自行车，每次听到铃声，都会
和村里的小孩跑过去围观， 用手摸一
摸，还要跟着跑一段。 到高中，家中才
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买回来当天，
一家人都围着自行车转。 ”

几年后， 摩托车开始出现在乡
村。 大专毕业后，段中华家中买了一
辆南方摩托。 2016年，段中华一家搬
到了长沙。 今年初，段中华花费17万
余元， 购买了一辆广汽三菱的欧蓝
德。有了小汽车，工作上更加便利，家
庭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装备制造业是大国重器，更关系
国计民生。 改革开放40年来，全省工
业产品不断迭代更新，装备制造业更
是发展迅速。 2017年，我省的汽车产
量突破了100万辆，相当于每天造出

2740辆汽车，湖南人开上省产汽车已
经不是梦。

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曹慧泉
介绍，2015年，我省装备制造业超过1
万亿元，其中，汽车制造业异军突起，
2017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63亿
元，成为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增长的第
一动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两
大优势产业更是发展壮大，成为湖南
制造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湖南是传统的农业大省， 工业最
初多是依托矿业资源建设。 1985年6
月，省第五次党代会后，湖南加快了现
代工业转型的步伐，相继设立了湘南改
革开放过渡试验区、怀化山区开放开发
试验区、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
到198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1017.57
亿元，比1978年增长4.53倍。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基于
工程机械及轨道交通的巨大需求，装
备制造彰显的势能也愈来愈强 。
2007年到2010年， 湖南机械装备工
业每年跨过一个千亿台阶，2010年
产值达到4287亿元，工程机械规模成
为全国第一。

回顾改革，曹慧泉说，除了政策对、
形势好，还有许多企业家的努力成就了
今天的湖南制造。 比如远大空调的张

跃、三一重工的梁稳根、中联重科的詹
纯新、山河智能的何清华等。 在他们的
带领下，这些企业坚持走对外开放与自
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为湖南制造发展
积累了重要经验。

今天，越来越多的湖南装备制造
企业参与全球竞争， 掌握国际话语
权；越来越好的装备制造企业转型提
质，创新发展，挺起湖南工业发展的
脊梁。 电力机车、动车、挖掘机、起重
机、泵车、盾构机等产品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全国第一乃至全球第一。中航
发南方工业的发动机、中车株洲所的
IGBT芯片、华菱的桥梁钢等产品，为
国产大飞机C919、“复兴号”高铁、港
珠澳大桥等国家重大项目注入了“湖
南元素”。

“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中车株
机、 时代新材等企业驰骋海内外，时
代电气、特变电工、泰富重工等脱颖
而出， 全球5大洲均有湖南装备制造
的身影。 ”曹慧泉举例说，中联重科、
三一集团、华菱集团等一大批省内企
业成功开展了跨国并购，并在境外建
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 中车株机、
泰富重工等一大批企业的产品远销
多个国家和地区。

更可喜的是， 我省装备制造业转
型升级加快，智能制造崭露头角。 全省
已有20多个项目列入国家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16
家企业列入全国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
目，27个项目获评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
和新模式项目，这些项目正引领着湖南
装备制造业走向智能制造的未来。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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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岳阳城东， 崛起一座新城，
栋栋厂房在绿树芳草间“长高”。

岳阳经开区，面积仅253平
方公里，但实力不可小觑：汽车
城、飞机场、产业园、商贸区……
如雨后春笋般密集开工建设，产
业项目遍地开花。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26年
前， 这里还是一片荒凉之地。
1992年4月，岳阳经开区获批成
立，拉开了岳阳首个产业园区建
设的序幕。

万事开头难。 建设园区之
初，入驻企业数量少 ,问题却接
踵而至。“一个个园区虽然建起
来了，但‘1+1>2'的作用却没显
现出来。 ”岳阳市经信委主任余
国祥回忆，那个年代的园区发展
“瓶颈”，在于没有对进区产业起
到主导作用。

“强力推进产业主导，必须
明确园区主导产业。 ”按照岳阳
市委、市政府出台产业园区专业
化特色化发展等方案，岳阳经开
区决策者明确园区产业定位，推
动园区特色化、标准化、集聚式
发展。

在如今的岳阳经开区，空港
经济区发展规划通过市政府批
复， 三荷机场年内正式通航；汽
车产业园概念性规划和基础设
施配套加快推进。该区产业发展
助推公共财政收入猛增，从建区
时不足 400万元扩张到去年
40.13亿元， 总量稳居岳阳市第
一。

岳阳经开区的嬗变，只是岳
阳市把园区当作产业项目建设
的主战场来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个缩影。

奋楫争先,时不我待。 岳阳
园区会战正酣，城陵矶新港区的
现代物流和军民融合、云溪精细

化工、平江食品加工、岳阳县生
物医药等发展迅猛， 园区规模、
特色更加显现，成为吸引企业补
链强链、 成批入驻的“强大磁
场”。

冬日里，“壮阔洞庭潮———
岳阳市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
展”引人入胜。“这里以前就是我
工作过的岳阳市氮肥厂的位
置！ ”指着一张风景宜人的临湖
居民小区的照片，53岁的杨耕耘
兴奋不已。 原来的氮肥厂，在带
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污染，
岳阳近年选择将高耗能、高污染
的工厂一一关停。

多年来，岳阳坚持把“生态
立园”摆在重中之重，突出抓标
准厂房、环保配套设施、园区绿
化等工作；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
为新兴产业项目落地腾出发展
空间，北斗应用、海吉星物流、东
方雨虹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让项目在全市园区间“飞”
起来，是岳阳决胜园区会战的创
新之举。 推行“飞地经济”模式，
推动产业项目在地区、园区间流
动。全省首个跨市州合作的飞地
工业园———长沙经开区汨罗产
业园今年引进重大产业项目9
个，成为长沙企业“飞入”的“热
地”；13家电子信息企业“飞”进
临湘电子产业园，“飞地”项目成
为岳阳园区发展的独特风景。

风帆起洞庭，豪情满巴陵。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目前，岳阳共
有省级以上产业园11个， 其中国
家级经开区1个，国家级海关特殊
监管区1个，挺起全市发展的“脊
梁”。 项目建设的澎湃脉动，正催
动着岳阳这座文明古城、 现代新
城， 朝着湖南发展新增长极的宏
伟目标大步迈进！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通讯员 郑言实 屈艳

壮阔洞庭湖， 奋进新岳阳。 当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巴陵大地，
勤劳、 智慧的岳阳人民用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辉煌业绩， 成就了无数的光荣与
梦想： 成为我国首批沿江开放城
市、 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经济
实力稳居全省第二； 先后被评为
全国文明城市、 中国经济百强城
市……

12月15日，记者走进岳阳经开
区管委会办公大楼，滚动播放的电

子屏上显示着该区推进产业项目建
设的喜人景象：金汇龙项目《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已正式签
约； 中科电气提前完成年度研发制
造及工程示范任务……

“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
盖地”。40年间，岳阳这座农业大市已
然向工业强市和三产旺市转变，形成
了以石化、食品两大千亿产业为有力
支撑，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多点发力的
产业格局， 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由
1983年的40.8∶45.8∶13.4调整为
11.1∶43.8∶45.1； 地区生产总值由
1978年的13.82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
3258亿元，增长235倍。

� � � �历史的进程，机遇与挑战同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在中西部
地区开展了热火朝天的“三线建
设”，农业大市岳阳点燃了工业文明
的火把。 长岭炼油厂、 岳阳化工总
厂、岳阳造纸厂等一批中央、省属大
中型企业建成投产。

从此，千古名城昂首迈入工业
化大门，机鸣电响之声，不绝于耳。

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岳阳又相继上马了华能岳阳电厂、鹰
山石油化工厂，陆续迁来一批“三线”
企业。“九五”期间，岳阳的石化、造纸、
纺织、机电等产业发展欣欣向荣。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发
展强。岳阳历任决策者一任接着一任
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产业立市强市，
要以产业为主导，不等不靠创大业。

产业主导，须有顶层设计和“路
线图”。 多年来，岳阳已摸索出一套
产业规划发展体系。 它好比一棵大
树， 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是“主
干”，优势产业、产业集群和专业园
区等是“树枝”。

如何牢牢牵住产业项目这个
实体经济的“牛鼻子”？今年，岳阳将
第一个市委常委会的“一号议题”瞄

准了产业大发展, 一套促产业大发
展的“组合拳”连续出击。

最强的工作力量———成立全市
产业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市委书记
刘和生、 市长李爱武当“擎旗手”，
“四大家”班子成员齐心协力抓项目
建设，33名市级领导“一对一”联系
重点项目，采用“一线工作法”，现场
发现并解决问题。

最密的调度频次———对市级重
点推动的“五个100”项目、63个重
大产业项目、33个市级领导联点项
目、27个限期开竣工项目，一旬一调
度、一月一督查、一季一讲评。

最严的考核奖惩———岳阳经开
区、城陵矶新港区、绿色化工产业园
至少各开工、竣工一个10亿元以上
产业项目，其他7个省级以上园区至
少各开工、竣工一个5亿元以上产业
项目，未完成任务实行评先、提拔等
“一票否决”。

如今， 岳阳石化产业和食品工
业劈波斩浪， 跻身我省千亿产业集
群。 石化产业体系去年完成产值
1228亿元； 食品工业也稳居全省市
州第一位，拥有道道全、君山银针等
22个中国驰名商标。

园区会战：决胜产业发展“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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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岳阳的发展势头， 从来没
有现在这么强劲。走走听听，都
是构筑产业创新“新高地”的佳
音。

8月15日， 湖南城陵矶新港
区商贾云集，惠普（新金宝）年产
1300万台喷墨打印机项目成功
签约。 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100亿元、年进出口总额20亿美
元、年创税费10亿元，3年内可望
打造形成千亿产业集群。

11月7日，中石化集团与湖
南省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拟投资208亿元，在岳阳市绿色
化工产业园内建设60万吨/年
己内酰胺、40万吨/年聚酰胺切
片项目， 建成后将拉动下游产
业链产值1000亿元。

这样的大手笔， 对改革开
放前的岳阳来说难以想象。
1978年， 岳阳市工业总产值为
22亿元， 工业规模增加值仅为
4.9亿元。

招大引强， 成为岳阳产业

项目建设创新制胜的法宝。
“高大上”的好项目不会自

己走上门。 每年7月“产业招商
月”， 岳阳市级领导对重大项目、
重要客商、重大活动等全程参与
洽谈，并组成多个小分队外出招
商。 各县（市、区）、工业园区及相
关部门瞄准“500强”精准招商。

今年夏天， 岳阳市召开首
次企业家大会，郑重开启“最多
跑一次改革”，庄严承诺：“最多
跑一次，最好不要跑，最长一百
天。 ”该市随即出台实施《全面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
案》，确定“最多跑一次”事项
1096项，其中“跑一次”事项973
项、“零跑”事项123项，推行“一
窗受理、一门办理、一键处理”，
得到企业欢迎。

今年，岳阳“招大引强”收
获满满，全市开展招商活动150
余次，各县（市、区）共签约项目
169个，其中工业项目120个，总
投资685亿元。

产业主导：牵住实体经济“牛鼻子”

招大引强：构筑产业创新“新高地”

� � � � 2017年5月16日，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内的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工
人正在组装冶金特种大功率电源柜。 （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11111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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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3日中午， 胡光志
和队友在岳阳市五里牌某小区布
控， 蹲守租住6楼的贩毒嫌疑人黄
某。黄某见势不妙，便将门反锁，悄
悄地顺着屋后管道下楼溜走了。

胡光志马上联系开锁工开门实
施搜查， 正在胡光志和开锁工同时
上楼之时，后面出现3名酒气熏人的
男子，其中二人手持砍刀。一名背行
李包的高个男子气势汹汹地问道：
“谁是公安？”胡光志拔出枪回答：“我

就是！”该男子突然拉开行李包露出黑
洞洞的枪口，胡光志迅速推开开锁工。
就在此时歹徒的枪响了， 胡光志的左
前臂和左胸中弹， 胡光志一边开枪还
击，一边保护开锁工，要他上楼躲避。在
楼上布控的战友们此时也冲了下来，
高个子犯罪嫌疑人也被胡光志开枪击
中，被另外2名歹徒搀扶着骑上摩托车
仓皇逃窜。这时，胡光志因失血过多倒
下了。幸运的是，胡光志被及时送往医
院抢救，成功地将子弹取出，其中有颗

子弹离心脏只有0.2厘米。
当晚， 黄某和武装贩毒团伙其他

6名成员全部落网， 缴获冰毒1000多
克，麻古20多克，枪支3支，管制刀具
10把。 胡光志先后荣获 “湖南省第四
届我最喜爱的十佳人民警察”“湖南省
最美青年卫士”“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雄模范”“全国公安系统特级优秀人民
警察”“公安部全能实 战教官”等40多
项荣誉。

漫画\方勇 刘谦

� � � � � 胡光志 中共党
员，1980年出生,2003�年
从警， 现任岳阳市华容
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
员。 方勇 画

胡光志危急关头显身手
永恒的瞬间·湖南公安英雄故事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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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业成全省首个万亿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