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株洲出口马其顿的动车组。

11月 9日， 株洲举办今年第三次项目集中
开竣工活动。当天，集中开竣工项目共 76个。其
中新开工项目 55 个，总投资 368 亿元，新开工
项目中产业项目有 46个，总投资 334.6亿元。

新开工项目中， 湖南数据湖产业园总投资
40亿元，主要建设城市数据湖基础设施、蓝光生
产线、园区开发与运营三个部分，将推动株洲形
成具有特色的大数据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今年以来，株洲市招商引资强度不减。
7 月 24 日，2018 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

洽谈周在上海、杭州、南京、昆山 4 地举行。 株
洲市抓住时机， 召开株洲·中国动力谷产业对
接暨市情推介会，当天有 35 个项目成功签约，

总投资额达 537亿元。
7月 25日，在杭州举办的株洲服饰推介暨

招商发布会上，株洲市成功签约并引进 8 个项
目，总投资达 210 亿元。 次日举行的株洲旅游
推介暨招商发布会上，39 个旅游招商项目受
到投资者追捧。

今年“十一”长假刚过，从全市重点在谈项目
推进工作会上又传来好消息，市里派出的 3个驻
外招商联络处，今年来走访企业 909家，带客商
回株考察 370批次，总计签约项目 97个，重点在
谈项目 106个，预计投资总额 2450.03亿元。 已
签约项目中，不乏国内 500强企业。

加快发展，突出重点，招大引强，成为株洲

市招商引资的主攻方向。 为此，该市瞄准国内
外 500 强、民营企业 500 强、央企和行业龙头
企业，按照自身产业发展规划，统筹谋划，集中
力量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力争每个县市
区或产业集聚区引进 2—3 个投资 10 亿元以
上的战略支撑项目或龙头企业。

近年来，株洲市“两机”重大专项、汉德车
桥、潍柴动力汽车零配件产业园、长明高科新
能源、奇点汽车、华录数据湖、轨道交通城等一
大批重大产业项目相继落地，湖南移动大数据
中心、微软创新中心、中国陶瓷谷、华锐硬质合
金、南方宇航高精传动、北汽二工厂、长城电
脑、石墨烯超级电容器、麦格米特、五矿精密等
项目加快推进。

2016年 11月 26日，轨道交通产业国际峰
会在株洲召开。 峰会不仅邀请了傅志寰、 刘友
梅、丁荣军、钱清泉 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等重量
级嘉宾，也邀请了中国中车、西门子、阿尔斯通等
全球轨道装备制造巨头的高层代表， 同时还吸
引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10余位驻华使节、
国内 50多个城市代表、地铁公司的高管参加。

峰会期间， 不仅举行了系列主题论坛，共
享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的新思维、新模式、新观
点、新技术和新趋势，还召开了各地市领导及
业主领导考察对接会、各配套企业考察对接会,
共谋轨道交通产业的合作发展、加快轨道交通
产业的转型升级。 峰会被誉为轨道交通产业界
的“达沃斯论坛”，极大地提升了株洲市对外开
放的国际形象。

峰会结束前，中车时代装备城轨供电项目、
广东福德轨道交通机车制动装置生产项目、中
国铁建重工轨道装备产业扩能与制造智能化建
设项目、时代绝缘轨道交通蜂窝板生产项目、轨
道交通配件制造基地项目等 19 个项目在发布
会现场集中签约，总投资约 83亿元。 仅仅半个
月之后， 包括中科航空动力中小型航机与燃机
项目在内的 5大项目，又决定落户株洲。

2017 年，全市新批境外项目 119 个，合同
外资 12.3 亿美元， 实际到位境外资金 12.1 亿
美元，增长 14.7%；全市内联引进项目 504 个，
合同引资 1705 亿元， 实际到位资金 409.3 亿
元，增长 16.9%。

今年 1-9月，株洲工业投资增速达 56.2%，
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23.4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增长 74.2%，技改投资增长 70.1%。

出江入海天地宽
———株洲市不断扩大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之二（开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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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人们已纷纷着了厚衣。然而，在
株洲市石峰区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内，中
车物流基地项目却仍然热火朝天，巨大的
钢结构正在吊装，新修的办公楼已经封顶
……

而这一切， 都指向一个时间点———
2018 年 12 月 26 日。

今年 8 月，株洲中车物流有限公司与
湖南湘欧快线物流有限公司已经签约，确
定合力建设“湘欧快线”株洲国际物流服
务平台事项， 并计划于今年 12 月 26 日
开通首条运输班列。

“目前，走传统水路运输到欧洲，需要
花三十四天，而走铁路运输，只需要十来
天 。 株洲拥有南方最大的铁路编组站
———株洲北站，如果将其改造成物流工作

区，可以为江西、广东、海南、贵州等没有
开行欧洲班列的省份提供便利。 ”相关人
士介绍说。

“湘欧快线”延伸至株洲，并将株洲作
为始发站，将为株洲市的开放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近年来，株洲市对外贸易“朋友圈”越
来越大， 目前与近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贸易往来，仅今年就新增 1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将卢旺达、吉布提等“一带一路”
沿线非洲国家相继加为“好友”。

今年 1 至 9 月， 株洲市实现进出口
总额 21.4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4.5%，
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
贸易额达 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3%。
据统计，5 年来， 仅中车株机海外订单就
已突破 400 亿元 ， 是此前全市总量的
3.43 倍。

开拓新视野 构筑新平台
出口到马来西亚的米轨动车组。

已经运转一年多的株洲保税物流中心。

拓宽新渠道 加快引进来

深受人们喜爱的醴陵陶瓷产品。

(本版图片均由谭青云摄)

迈开新步伐 坚定走出去

9 月 29 日至 10 月 8 日，应印度印中经济
文化促进会、以色列里雄莱锡安市和土耳其安
卡拉市邀请，株洲市代表团对上述 3 国进行了
访问。 期间，株洲代表团访问了相关地区，走访
了株洲在土耳其和印度投资的企业，与外方就
加强友好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等达成广泛共识。

在以色列期间，代表团团长、株洲市委书
记毛腾飞说，株洲正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
年”活动，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尤其要以创新
为重要支撑，以色列是非常值得合作的战略伙
伴，希望在以色列建立孵化器，利用其创新人
才、技术和管理优势，助推株洲产业转型升级。

在土耳其期间，代表团与土耳其交通部基础
设施投资总局就双方深化合作进行了交流。 目
前，中车株机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市的轻轨项目运
行良好，在首都安卡拉市的地铁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 市委书记毛腾飞感谢土耳其交通部对中车株
机公司的大力支持，希望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深化企地共建，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土耳其
方表示，将进一步支持中车株机在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等其他城市建设轨道交通项目。

10 月 22 日至 29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阳
卫国又率株洲市代表团访问巴西、智利、阿根
廷三国，对接产业发展、推介株洲产品、考察城
建文旅、洽谈合作事宜等。

在巴西， 阳卫国重点推介了我市航空产
业，引起了巴西航空城管委会的浓厚兴趣。 经
洽谈，航空城管委会与株洲市芦淞区政府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通过加强政府引导，
推动两地航空企业和相关单位深入开展项目
合作。 圣若赛·多·卡波斯市市长费里逊和巴西
前科技部长、航空城管委会主任阿尔伯托对加
强双方合作充满信心和期待，表示将全力促成
双方开展更多合作，共赢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株洲市企业“走出去”的势头越来越强劲。
技术水平高、 国际市场需求大的轨道交通、汽
车、航空、电子信息、新材料、服饰、陶瓷等，成
为“株洲制造”走出去的重点，已经广泛参与到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之中。

中车株机公司是株洲
市企业“走出去”的佼佼者。
该公司生产的电力机车、城
际动车组、城轨车辆以及轨
道交通装备衍生产品，已出
口欧洲、 东南亚、 非洲、中
东、中亚以及澳大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电力机车
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球第
一，并带动株洲发展成为中
国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研
制基地和出口基地。

目前，中车株机已分别
在马来西亚、土耳其、南非
等地投资建立生产基地。

2014 年， 株机公司与南非成功签署 459
台机车订单，价值 21 亿美元，成为我国高端
轨道交通装备历史上最大出口订单。之后，公
司仅用 16 个月就交付了首台机车，而国际惯
例是 18 个月，创造世界纪录。 南非国有运输
集团 CEO 由衷地赞扬说：“中国速度，把‘不
可能’变成了‘可能’，跟全球其他企业比，你
们是最好的。 ”

在开放的大背景下，株洲市企业越来越热
衷于“走出去”。 截至目前，株洲市共有对外投
资项目 60�个，累计对外投资中方合同投资额
超过 10�亿美元，海外设立生产基地 15 个，项
目分布在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香
港、土耳其、马来西亚、泰国、津巴布韦、巴西等
国家和地区。 2017�年，全市完成对外投资 3.1
亿美元，增长 26.5%。

株洲市时代新材公司积极实施跨国并购
战略，以投资换技术，以投资换市场，以投资占
领行业制高点。四年前，公司斥资 24亿元人民
币，成功并购全球排名第三的汽车减震系统供
应商德国博戈公司，成为我国迄今在欧洲汽配
行业最大的收购项目。

并购博戈之后，时代新材同时获得博戈原
在德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 9 个生产
基地， 使其在世界非轮胎橡胶行业排名从第
30 位一跃而上升到第 15 位，其生产的弹性减

震元件已被广泛运用在宝马、奥迪、奔驰等中
高端车型中。 从单纯输出产品到实施海外并
购，时代新材海外资产逐年增加，去年海外销
售收入达 60.6亿元。

株洲时代电气出资 1.3�亿英镑，收购从事深
海机器人和海底工程机械制造的英国 SMD�公
司 100%的股权。通过此次收购，时代电气将其核
心技术向深海机器人及其他深海高端装备领域
延伸，填补目前国内深海机器人产业的空白。

与此同时，株洲市企业境外工程承包也取
得突破。 在蒙古国乌兰巴托热电厂扩容改造项
目工程竞标中，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从国内外 29� 家大型知名工程企业中成功胜
出，中标签约。 竣工交付使用时，蒙古国总理、
能源部长、经济发展部长、中国驻蒙古国大使
出席竣工仪式。

大型国企大步“外出”，民营企业也不遑多
让。 罗特威直升机研发有限公司、唐人神育种
有限公司分别在美国投资 1000万美元设立子
公司；联诚集团出资 2200 万欧元，并购德国美
德科斯公司；旗滨集团投资 2.3亿美元，在马来
西亚建立玻璃生产线，成为株洲市首个过亿美
元的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项目。

随着对外交流越来越多，目前株洲有外贸
实绩的企业已经达到 419 家， 轨道交通装备、
硬质合金、日用陶瓷、烟花鞭炮等产品出口到
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需要把开放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 我们要切实增强开放发展的紧迫感、使命
感、责任感，主动顺应开放大势，清醒审视开
放现状，矢志不移地走好开放发展之路。 ”

2017 年 10 月 9 日，株洲市专门召开开
放发展大会， 市委书记毛腾飞在会上强调，
全市上下要进一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深
入贯彻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
快建成“一带一部”开放发展先行区，全力打
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株洲市委、市政府明确要求，要坚持先
行先试， 敢于突破制约开放的条条框框，坚
持高水平引进来与高质量走出去并重，借势
借力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全面
推进各领域的开放，到 2021 年，全市开放型
经济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方
位开放格局和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形成。

仅仅几个月之后，2018 年 1 月 31 日，
株洲市政府就宣布出台《关于加快建成“一
带一部” 开放发展先行区的实施意见》、《株
洲 市 关 于 促 进 招 商 引 资 的 若 干 政 策
(2017-2022 年)》、《株洲市促进外经贸加快
发展的若干政策(2017—2022 年)》等“开放
发展十大文件”进一步宣示推进开放发展的
坚定决心。

这些文件就如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
升开放发展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对重点招
商产业、搭建招商平台、开展驻点招商、创新
招商等提出了新的目标，就吸引湘商总部和
产业回归，推动湘商资本、科技回归，鼓励人
才回归等具体问题推出了最新举措。

这些文件“干货”满满：为鼓励项目履约落
地， 对增资扩产投资 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均
有奖励措施，对招商引资中介人也按照按固定
资产投资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最高奖励达
到 1000万元；以企业上年度出口额为基数，超
基数 100万美元以上的增量部分，按每美元 1
至 3分人民币给予支持，对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场地租赁、业务开展给予补贴……

其实，近几年来，株洲市开放发展跑出
了“加速度”。

2017 年 9 月 8 日， 株洲首个海关保税
监管场所———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B
型）通过验收，成为继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
心之后的全省第二个 B型保税物流中心，具
有保税仓储物流、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
和增值服务、物流中心出口退税等功能。 今

年 3 月 26 日，中心正式封关运行，目前已有
多家物流企业签订了入园协议。

2017 年 5 月 6 日，2017 年度全国企业
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在株洲召开，盛
况空前：参会嘉宾达到 1600 多人，创历届人
数之最；嘉宾包括多位获得“袁宝华企业管
理金奖”的杰出企业家、中国 500 强企业高
层精英、几十位院士和专家学者等；举办“加
快智能制造、 提升竞争优势”、“新能源汽车
发展趋势与展望”、“通用航空产业高峰论
坛”等七大高峰论坛，气氛热烈；签约项目 51
个，金额 1022亿元。

今年 9 月下旬，2018 年中国湖南国际
旅游节暨中国（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
隆重举行，39 个项目现场签约，合同引资超
过 100 亿元；10 月 11 日，2018 湖南服饰产
业博览会暨芦淞服饰节在株洲市芦淞区开
幕，吸引国内外 500 多家企业的 3000 余名
客商参加。

为适应不断加快的开放节奏， 近年来，
株洲市在平台建设上持续发力，建成外贸出
口基地 5�个， 其中国家级外贸出口示范基
地 3� 个（轨道交通、陶瓷、有色新材料），省
级出口基地 1� 个（航空），省出口基地县 1�
个（醴陵）。

今年初，株洲市为应对不断升温的节会
经济，又下发了《关于加快株洲会展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打造轨道交通
产业国际峰会、 通用航空产业国际峰会、新
能源汽车产业峰会、湖南服饰产业博览会暨
芦淞服饰文化节、国际陶瓷（醴陵）产业博览
会为依托，继续打造节会“五张名片”，培育 5
至 10个品牌会展活动。

优良的环境，使株洲走出了开放发展的
新步伐。 近年，株洲市连接获评“中国十大最
具投资价值城市”和“中国最佳营商环境十
大城市”，城市美誉度稳步上升。

在开放发展不断推进的大形势下，株洲
市经济的“外向型”特征越来越明显，一大批
外向型产业正在迅速成长起来， 新材料、节
能环保、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均
在成长为新的外贸增长点。 而与上海深蓝亿
康电子商务、 阿里巴巴·株洲产业带等电商
平台的合作，也为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提供
了新的动力。

目前，株洲市正在通过全面落实“对接
500 强提升产业链行动”、“对接新丝路推动
走出去行动”、“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行
动”、“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行动”、“对
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行动”等，抢抓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机遇，力争在开放发展
上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