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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迸发“动力谷”
———株洲市不断扩大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之三（创新篇）

周怀立 周伟任 崔家盛 阳曼生

今年金秋时节，喜事连连。
10 月 20 日，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大型水陆

两栖飞机 AG600 水上首飞成功，这标志着我国
已具备“世界最大水陆两栖飞机”的研制和生产
能力。 而“AG600”飞机的“心脏”———涡桨六发
动机， 就是由位于株洲的中国航发南方公司研
制生产的。

近年来，还有两条新闻开启“刷屏”效应：9
月 23 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10 月 23
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这两大工程也有着鲜明的“株洲元素”。

在广深港高铁“动感号”上，它的“心脏”和
“大脑”都是由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来自株洲市的成熟技术确保了高铁的安全
平稳。 而世界级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则使用
了株洲时代新材生产的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橡胶
隔震支座。当地震、台风等外力来袭，安装在桥墩
与桥面之间的橡胶支座，就像打太极一样“以柔
克刚”， 有效消解直接袭向建筑物的冲击力。 因
此，这种橡胶支座也被称作大桥的“定海神针”。

在中国制造的版图上，鲜明的“株洲印记”越
来越多。如今，上到飞机上的航空发动机，下到深
海机器人， 再到地面门类齐全的轨道交通产品，
最新型的纯电动汽车， 株洲都能够大量生产,株
洲·中国动力谷与深圳无人机、武汉“光谷”被视
为中国制造的“新版图”。

制造业上的 “硬气”， 来自株洲创新的 “底
气”。

2018 年 4 月 2 日，科技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关于支持新一批城市开展创新型
城市建设的函》，公布了新一批支持开展创新
型城市建设的名单， 全国 17 座城市入选，株
洲市名列其中。

而在三年前， 株洲市已经成为长株潭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加快自创区建设， 株洲市密集推出了
一系列举措，制定了“10 年发展规划”、“5 年
行动方案”、“3年行动计划”，发布了“创新 10
条”、“双创 8 条”、“人才优先发展 30 条”，建
立并实施“科技创新 5张需求清单”。同时，株
洲市还编制自创区空间规划， 向上提交了
137.8平方公里的调扩区方案，力争将自创区
范围扩至县域园区， 从而形成核心区、 拓展
区、辐射区点面互动的格局。

随着自创区建设的推进， 株洲已建成示
范型众创空间 25 家，获批国家级众创空间 5
家，省级 13 家，其中轨道交通专业化众创空
间成功进入国家首批示范专业化众创空间。
在此期间，株洲市在全省率先推行发放“科技
创新券”， 开展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试点；
开通了全省第一家市州股权交易分所， 以集
聚创新要素，激发创新活力；设立引导基金和
科技银行，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完
善服务链。在引导创新的过程中，株洲市根据
自身特点，对于新认定的国家、省、市技术创
新平台，分别给予建设补贴，并着力搭建集科
技成果对接、知识产权交易、仪器设备共享、
科技金融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科技公共服
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的科技服务。 目前，
全市拥有各类创新平台 308家， 省级创新平
台 149 家，国家级创新平台 33 家，建立省级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6个。

近三年来， 株洲市成功争取并实施国省
科技计划项目 400多项， 其中国家重大专项
12项、863计划 25项、 国家支撑计划 22 项，
省重大专项、重点项目 36 项，争取资金超过
10 亿元。 在此期间， 该市成立全国唯一的
IGBT 国家级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株洲国创
轨道科技有限公司获批全省首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

由株洲高新区投资 200亿元建设的中国
动力谷自主创新园， 仅仅两年间就已吸引入
园企业 109 多家，产生专利达 814 项，同时
还吸引两院院士 10名入驻， 吸引国内 15 个
高校院所设立科研基地， 先后获得国家级众
创空间、 湖南省海智计划工作基地等多项资
质和荣誉。

优良的创新环境， 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
新活力。三年来，全市发明专利申请量年均增
长 20%以上，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
10.2件，是全省平均值的 2倍；获得国家科技
大奖 6 项、省科技奖励 43 项，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 综合科技实力稳
居全省第二。

2017年，株洲市全社会研发经费
支出达 67 亿元，较 5 年前增长
11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超过 2%。

今年 7月， 一辆最新的蓄电池电力
地铁工程车完成业主审核验收， 从株洲
运往澳大利亚的悉尼市。 这是国内蓄电
池电力地铁工程车首次进入澳洲。

这辆由中车株机和中车株洲所共同
研制的地铁工程车，采用蓄电池 + 电力
双动力供电系统，节能环保，维护方便，
但这种车对工艺要求非常苛刻。 按照澳
方合同要求， 产品必须达到或高于欧洲
标准且通过欧盟 EMC（电磁兼容性）认
证。 株洲制造的蓄电池电力地铁工程车
顺利登陆澳洲， 展现出了株洲企业雄厚
的技术实力。

今年 9 月 20 日，在第 67 届德国汉
诺威商用车展上， 一辆由株洲生产的智
能化新能源客车首次亮相就引起关
注———“新巴客”。 这辆客车由中车电动
研制， 加载了车道偏离报警、 防碰撞预
警、360 度环视监控、自适应智能驾驶等
多项智能安全前沿技术。驾驶中，如果驾
驶员无意识偏离原车道， 智能安全系统
会主动对车辆施加制动力， 防止车辆因
失控引发交通事故。

此外， 该车采用的 100%全通低地
板、电控伸缩踏板等人性化设计，让车辆
停靠时可自动侧倾，方便婴儿车、轮椅、
老年乘客和残障人士乘车。“新巴客”一
经亮相， 就吸引了多名欧洲客商前来洽

谈、订购，成为本次车展
的一大亮点。

这些频频亮相国际舞台、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中国制造”，都是株洲企业的杰
作。 作为创新的主体，株洲企业担负着创
新发展的历史重任。而支持企业作为创新
的主体， 支持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则
是株洲市委、市政府不变的工作重心。

今年 10月，全省第四批制造强省建
设重点项目公布， 株洲市国创轨道科技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等
10 个企业项目成功入选。 此次入选的
10 个项目，包括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项目 2个，新材料产业项目 5 个，航空航
天装备产业项目 1 个， 汽车产业项目 2
个，大多来自株洲市优势企业。

早在 2016 年初，中车株机、中车株
洲所等 12 家企业就启动了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组建。今年 2月，
作为创新中心运营实体的“国创科技”获
得“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认定。 获批制造强省建设重点
项目后， 创新中心将加强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业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向着全球有影响力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目标迈进。

为切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
力培育创新型企业， 株洲市已经连续三
年发放市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补
贴，通过认定的企业可获得相应补贴，高
新技术企业可享受税收减免、 企业研发
费用补贴等政策。

据统计， 株洲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已经达到 289 家， 其中产值过 10 亿元
企业 16 家，过 100 亿元企业 6 家，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居全省第二。 在技术创新
的推动下， 该市轨道交通产业产值已于
2015年突破 1000亿元大关， 并助推株
洲成为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产业聚集
地。之外，株洲中小型航空发动机产品也
占有 90%国内市场份额。

目前，株洲市有 140 多家企业与国
外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株洲企业兼并
欧美国家企业 13家，建立多个海外研发
生产基地。

2017 年，株洲市完成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 666.9 亿元，同比增长 17.8%，在
同类地区增速排名第一， 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在 25%以上。

今年 9 月 26 日，株洲高新区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了有关支持军民融合人才创新创业、引
进培育“中国动力谷技能人才”、引进培育现代
农业人才、“中国动力谷双创人才” 医疗保健服
务四项人才配套政策。

发布会上，株洲高新区确认，对 2016 年 8
月 1日后从军事科研院所取得转业命令或转业
证，来株洲高新区创新创业一年以上的人才，给
予创新创业资金补贴 10万元至 100万元，同时
给予一次性生活补贴 10 万元，并给予免租入住
专家公寓待遇；“中华技能奖”获得者等，最高可
获 75万元的创新创业补贴， 以及 40 万元的购
房补贴；3 年内获得高级技能资格证书的青年
人才全额奖补学费。

几年来， 株洲高新区每年都有新的人才培
养引进政策出台。

今年 4 月， 株洲高新区还开通全国首个人
力资源服务云平台———“中国动力谷·智库云”。
这个平台集宣传、服务、管理、研判等服务功能
于一体，通过其智能匹配功能，只需输入相关条
件，系统即可自动识别人才类型，显示可享受的
全部优惠政策，并可在线申报、查询进度。 而政
府部门则在后台完成评价审批、考核监管等。

而正是着眼于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2014 年 3 月，“株洲市万名人才计划” 正式启
动，拟用 5 年时间，引进和培养 1 万名高层次人

才，创新型人才是其中的重点所在。
为了确保计划顺利实施，株洲市同时出台

了 10 项政策措施，明确规定，对创新创业人才
最高可给予 100 万元的启动资金和科研经费；
畅通引才渠道，柔性引才最高可享受 2 万元政
府专项补贴；鼓励培养提升，最高可给予国外
每人 3 万元、国内 1 万元的培养补贴；完善住
房保障， 最高可享受 100 万元的安家补贴；健
全激励机制，设立“杰出人才奖”、“人才开发贡
献奖”。

与政策措施相对应的， 株洲市财政每年安
排 2000万元专项资金。 同时，整合组织、经信、
科技、人社、教育、卫生等部门财政已安排使用
的人才专项资金 1600万元，统筹县市区和用人
单位的人才资金，5年总投入不少于 10亿元。

几年来，“株洲市万名人才计划” 顺利实施，
引进以 11名院士为首的国家级高端人才 400多
名、各类高层次人才 4000多名，各类技术人才总
量已达 20万人。 仅在 2017年，全市就新引进 3
名院士、12名国家“千人计划”人才，还有 507位
专家教授加盟株洲动力产业专家人才库。

用政策搭建平台，用平台吸引人才，用人才
推进创新。 通过实施“万名人才计划”，株洲市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配件、通用航空、
电力电子、新材料、生物医药和健康食品、电子
信息等重点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今年 6月 21日下午 3时，一条中国高铁铺
轨的直播视频，通过新华社向全球直播，迅速在
海外社交平台引起热烈反响。在视频中，一台仅
需 7 人操作的铺轨设备，8 小时的铺轨长度在
2000米以上，铺轨效率和质量世界一流。 直播
开始仅仅 5 分钟就吸引了 20 多万外国网友点
击观看，24 小时内仅在脸谱平台就已获得 160
万的浏览量和 24万的互动量。

这款铺轨神器， 是由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
司株洲分公司生产的。

同在 6 月， 株洲时代新材料参与的国家
863 计划海洋技术领域“深水钻井隔水管系统
工程化研究” 项目， 在北京通过国家科技部验
收。该项目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深海
钻采隔水管减震提供支持。

同在 6 月，在遥远的青海高原上，同是株
洲时代新材生产的国内陆上最长风电叶片成
功完成吊装。 这套长达 71.5 米风电叶片，是
目前国内陆上最长的风电叶片。 该叶片采用
低尖速比技术，大刚度设计，留有充足的结构
安全余量， 可以适应极其恶劣的山地风场环
境。

6 月 12 日，长沙正式发布国内首条开放道
路智慧公交线路， 中车电动成为唯一入场进行
智慧公交车辆测试的企业。

6 月 13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列商用中速
磁浮列车在株洲成功下线。 该列车是目前世界
上时速最快的短定子磁浮列车， 最高运行时速

160公里，最大载客量为 500 人，将为城市公共
交通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6 月 14 日上午，加长版复兴号中国标准动
车组列车，首次在我省进行载客运营，其核心动
力全部由中车株机提供。

一个普普通通的 6 月， 株洲就收获了如此
之多的创新果实， 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株洲的创
新节奏，创新水平。

追求高质量，追求高速度，瞄准国际先进水
平，奋力跃起，全力“摸高”，构成了株洲创新的
主旋律。

3 年来， 株洲市已经建成国家技术创新平
台 33家，建成了北汽二工厂、长城电脑、两机重
大专项、IGBT 产业化二期等一批重点项目，诞
生了全球首列智轨列车、12 米纯电动智能驾驶
客车、石墨烯超级电容器、中低速磁悬浮、新能
源汽车、自主可控计算机等一批高端新产品。

一边是创新成果的不断产生， 一边是创新
成果的加快转化。

2017 年，株洲市专门设立了技术转移促进
中心，获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全年技术
合同对接项目 163个，认定实施项目 110个，交
易额超过 32 亿元，预计项目建成达产后，将实
现产值 100亿元。同年，株洲高新区在全国的排
名提升至 23位，较上年前进 5位。

今年以来， 全市申报国家级科技创新项目
24 个，省级 148 个，获得国家立项 10 项，省级
立项 56项。

培育创新主体

聚集创新人才

攀登创新高度

气势恢弘的北汽株洲基地二工厂。 谭青云 摄

通用飞机株洲造。 谭青云 摄 精益求精。 张咪 摄

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 谭青云 摄

由中车株洲所研制的全球首列智轨列车亮相株洲。 谭青云 摄

北汽株洲基地的智能制造车间。 张咪 摄

中车株机的地铁产品已经奔跑在全国各大城市。（资料图片）

厚植创新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