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4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

版式编辑 陈 琛

周怀立 周伟任 崔家盛 阳曼生

今年 10 月下旬，株洲市政府就生态环境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发出最新
通报。 通报称，全市生态环境“百日攻坚”启动
以来， 已有 91.7%环境隐患问题完成整改或
基本整改到位。

今年 6 月中旬至 9 月底， 株洲市组织了
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隐患大排查 “百日攻坚”
行动。经手市政府委托的三家第三方机构评估
验收，445 个生态环境隐患 ， 整改到位的有
325 个，占 73.0%；整改基本到位的有 83 个，
占 18.7%。

伴随着环境整治的不断推进，株洲市的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也在不断增多。今年 1-9
月，株洲市区空气优良天数 226 天，优良率为
84.3%，同比提高 6.8 个百分点，增幅全省第
一。 其中空气 PM2.5 的平均浓度低于周边的
长沙、湘潭。

所有这些，对曾经的“全国十大污染城市”
株洲而言，殊为不易。空气质量的变化，反映出
株洲市治理生态环境上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也
反映出株洲市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迈开
关键性的一步。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 8 个
工业城市之一，株洲市曾经创造出 230 多个新
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并因此引以为傲。

但是， 这种骄傲在 2003 年被打上了一个
巨大的“问号”。 这一年，株洲市第一次被环保
部列为“全国十大空气严重污染城市”。 而且，

“黑帽子”一戴就是两年。 那几年，工业污水、工
业废气几乎也成株洲市一种另类的“标志”。

痛定思痛。 株洲市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开启治污之路。 2013 年，省委、省政府开始实
施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明确要
求连续实施 3 个“三年行动计划”（2013-2021
年）来确保湘江流域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安
全。 省委、省政府的决定，为株洲市的环境治理
之路增添了新的动力。

与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第一
个“三年行动计划”相呼应，株洲市制定了落实
湘江污染防治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 在清水塘老工业
区，株洲市打响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环境保
护攻坚战。

此时的清水塘，分布着 172 家企业，拥有
5 万多名职工， 工业年产值最多超过 250 亿
元。 然而，清水塘作为株洲工业的支柱，在贡献
着大量的 GDP 和税收的同时，也“贡献”着大
量的污染物。 在其污染高峰期，汞、砷、铅、镉等
重金属污染物分别占到湘江干流接纳量的
90%、50%、30%和 25%。 因此，在一段时间里，
清水塘又几乎变成了环境恶化的代名词。

2014 年， 清水塘被列为全国城区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 21 个试点区域之一。 2015 年 7
月， 时任省长杜家毫到清水塘进行专题调研，
要求清水塘实施整体搬迁，并且要“一年初见
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同年底，株洲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
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
效，五年完成综合治理，十年建成新城”的具体
目标：2018 年底搬迁改造企业全部关停退出，
2020 年基本完成搬迁改造区域的环境治理，
2025 年全面实现搬迁改造的总体目标。

与此同时，株洲市成立专门的清水塘老工
业区整体搬迁指挥部， 由市委书记毛腾飞、市
长阳卫国挂帅，启动了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
迁“倒计时”。经过 2017 年一年的攻坚，清水塘
地区共关停 147 家企业，一年关停数超过以前
的总和。 剩余的 6 家企业也将在今年底全部关
停。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一边是“关”，一边是“治”。 在关与治之间，
清水塘迎来脱胎换骨的变化。 目前，在关闭搬

迁企业的生产区， 株洲市已完成 33 家涉危涉
重企业遗留的废渣、残液的安全处置，企业污
染场地开始修复。

腾笼换鸟，新旧交换。 在老工业区的废墟
上，清水塘新城建设也正在加速实施。 目前，清
水塘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B 型)已竣工验收，
环保大道已竣工通车，物流西路、疏港大道正
在加紧建设，清水塘城市公园已具雏形，更有
60 家优秀企业报名进入清水塘， 从事新兴产
业。

在启动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的同时，
一个更大范围的湘江保护与治理工程，也在株
洲市全面展开。 这项工程涵盖工业污染治理、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一江四
港”综合整治、洗水企业关闭搬迁、城区烟囱拆
除、水资源保护等 20 个类别，同样难度非常，
力度非凡。

针对洗水企业分布散、污染治理难度大的
状况，株洲市启动了总投资 30 多亿元、总占地
面积 312 亩的洗水工业园区建设，一期工程已
经竣工， 分散于城市四区的 37 家洗水企业整
合后顺利搬迁入驻。 洗水工业园的建成，从根
本上改善洗水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加快了株
洲服饰产业的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 株洲市通过全面落实河长制，
在全市市、县、乡、村四级任命了 2054 位河长，
并全部到位履职。 河长制实行之后，株洲市开
始强力实施水域岸线保护和河道保洁，对湘江
支流水系沿线 400 多家养殖场实施关停退出，
并通过聘请专业化公司对航道进行保洁，实现
了“岸上垃圾不入河，辖区垃圾不出境”。

据统计，2013 年至 2017 年， 株洲市完成
投资近 300 亿元，实施环保相关项目 1474 个，
其中关闭搬迁工业污染企业 168 家，淘汰落后
生产线 39 条。 在市中心城区，株洲共拆除烟囱
115 座、截流湘江污水直排口 39 个、新建成 3
个污水处理厂、 建设污水收集管网 180 公里，
基本实现了废水、废气、废渣达标排放。 通过株
洲市建成的全省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城市
所有垃圾已经实现全部焚烧发电。

在由于成效显著， 株洲市先后成功获评
“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区”，入选“全国第
一批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城市”。

黑烟散去，污水断流。 一个天蓝水清地绿
的株洲迎面而来。

目前，株洲全市饮用水源水质已上升到国
家Ⅱ类标准，湘江株洲段、洣水水质持续保持
或优于国家Ⅱ类标准；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从 2013 年的 214 天增加到 2017 年的 272
天，增加了近两个月；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62%，其中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6%。

今年 9 月 1 日，“中国陶瓷谷”国家战略课题
专家研讨会在醴陵举行。中国陶瓷谷规划总面积
28 平方公里，基础投入超 200 亿元，包括国际会
展中心、“1915”国际陶瓷文化特色街区、陶子湖、
釉下五彩城、总部经济园、熊希龄广场等 20 余
个子项目，着力打造国内外独树一帜，集“产、创、
展、商、游”于一体的城市地标和产业名片。

具有千年历史的醴陵陶瓷产业，焕发出新的
时代光彩。

10 月 13 日，在株洲高新区新马工业园内的
肯特工业园，一条现代化的硬质合金工程材料生
产线和一条数控刀片生产线竣工投产， 可年产
1000 吨硬质合金工程材料和 2000 万片精密数
控刀片。 投资者株洲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是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湖南省小巨人企业”，其深
井钻探硬质合金、超粗硬质合金等产品在国内细
分领域中居于前列。

具有近 70 年历史的株洲硬质合金产业，还
在追求新的“硬度”。

10 月 11 日， 2018 湖南服饰产业博览会暨
芦淞服饰节在芦淞市场群开幕。 节会设立 120
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湖南本土服饰代表企业以
及本土男装、 裤业等自主品牌企业的最新产品。

4�天的展期，吸引了 60 余家省内外重点服饰企
业参展， 也吸引了超过 10 万的消费者，3000 余
名专业客商。 株洲服饰产业，正在向着上千亿产
业集群的目标迈进。

具有 40 年历史的芦淞服饰产业， 正在不断
加快转型升级。

作为一座老工业城市， 在转型升级的背景
下，株洲的传统产业正在经历着“有进有出、有退
有留”的新变化。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株洲市轨道交通、硬质
合金、陶瓷、服饰等传统产业基础雄厚，株洲轨道
交通享誉世界，株洲硬质合金集团已经成为世界
行业两强之一， 醴陵陶瓷产业年产值逾 600 亿
元，芦淞服饰市场成为中南地区最大服饰产业基
地。

因为历史的局限，这些传统产业往往存在着
粗放生产、污染较重的现象。 但是，对传统产业，
即使是污染较重的传统产业，也不能简单地一关
了之、一停了之，而是要创造条件，使其提升技术
水平，走向新生。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工业化和信
息化的融合。 以智能制造为核心，融入“互联网
+”手段，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推进

“两化”融合，成为必然选择。近三年来，株洲市入
选智能制造、 工业强基专项国家级示范项目 14
个，入选制造强省重点项目 26 个。芦淞区成功入
选国家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石峰区轨
道交通产业获批国家区域品牌建设试点。

对照全省 20 个工业新兴产业链推进方案，
株洲市依托传统产业，全面梳理出本土 12 个特
色产业链条，找准强链、补链、延链环节，大力引
进百家配套企业行动，促进产业链集聚发展，一
大批中小企业成功对接。2017 年，共新引进配套
企业 106 家，轨道交通、汽车、航空、电子信息等
产业本地配套率分别达 70%、40%、20%、30%。

通过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全市涌现出全
国质量标杆 1 家，全国工业领域知识产权运用标
杆企业 1 家，省质量标杆 1 家，省工业领域知识
产权运用标杆企业 3 家，省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
业 1 家，工信部工业品牌培育试点（示范）企业
24 家， 湖南制造百户重点企业质量信誉承诺企
业 12 家。 这些企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33 件，省
著名商标 177 件。

“株洲市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因工业而兴，
也因工业而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
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绿色发
展步伐，使老工业城市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去年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上，毛腾飞代
表株洲市委、市政府作了主题为“一个老工业城
市的绿色发展实践”典型发言。

10 月 15 日，2018 年全国双创活动周湖南
省分会场活动在株洲闭幕。 活动周期间，株洲共
有 24 个双创项目和人物参展，参展数量居全省
前列。 同时，还有 28 个重大招商项目在活动上
集中签约，项目主要涉及研发创新、高端制造等
领域，拟投资总额 121.49 亿元。

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城市，株洲正经历着产业
从传统到新兴的深刻转型。

株洲市传统制造业较为强大，但汽车产业却
一直缺位。 缺了这个当今最大众化的大宗制造
产品，“株洲制造”无疑会大打折扣。为此，株洲以
引进北汽为契机，开始超常规发展汽车产业。

今年 10 月 8 日，北汽株洲分公司生产的第
90 万辆整车在株洲基地正式下线，“百万辆”目
标就在不远。从 2010 年 10 月第 1 辆整车下线，
到 2013 年 3 月第 10 万辆整车下线，到 2015 年
11 月第 50 万辆整车下线， 再到 2016 年 11 月
第 70 万辆整车下线，北汽株洲基地真正圆了智
造强市株洲的“汽车梦”。

今年 9 月，由中车电动生产的一批新能源客
车，也正式交付给上海市公交公司。 这种车型采
用源自高铁技术平台的电机直驱等多项成熟技
术，智能化程度高，环保优势明显。中车电动作为
国内最大的电动汽车研发生产企业，电动整车销
售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已有近 2 万台新能源汽车
在全国各地和海外运营。

为延伸汽车产业链， 株洲市还投资 200 亿
元，建成了株洲汽车博览园，建成了包括交易、赛
事在内的“汽车文化广场”，吸引数十家汽车品牌

相继入驻。 按照规划，未来株洲还要重点发力新
能源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力
争将整车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达到 70%以上，尽
快形成汽车千亿产业集群。

除了制造业，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正在
株洲崛起。 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海
洋工程装备、节能环保产业的崛起，到金融服务、
商贸物流的兴盛，这个在人们心目中曾经黑烟笼
罩的城市， 已经成为推进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国家智慧城市建设，
成功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

电子信息产业在株洲本来是一个空白，如今
却异军突起。 依托中车株洲所、中车时代电器公
司、湖南长城计算机公司、株洲麦格米特电子公
司等重点企业， 全市信息产业聚集度明显提高，
已基本形成一个日益强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条。
今年上半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2%。

IGBT 芯片被称作高铁列车的大脑。 目前，
全世界只有两条 IGBT 芯片生产线，其中一条就
在中车株洲所。 这条国内首条、世界第二条生产
线，以具备年产 12 万片芯片、100 万只模块的产
能，不仅彻底打破了高端 IGBT 芯片技术被国外
垄断数十年的局面，更依托这一产品催生出一个
新兴的科技产业。

眼下，株洲信息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 项
目总用地面积 1329 亩，总投资超过 70 亿元，预
计 5 年内年产值可达 300 亿元。 该项目建成后，

将有力推进株洲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快速集
聚发展，带动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目前，与项
目相关的配套路网建设已经启动。

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产业，又催生出日益壮
大的数字经济、互联网产业。 通过实施“企业上
云”行动，株洲市 4600 家企业实现“云上遨游”。
随着阿里巴巴、天猫等 10 多家电商平台陆续进
驻，2017 年，株洲“线上”交易突破 100 亿元，从
业人员超 10 万人。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是株洲市新兴产业的另
外两个发力点。

目前，株洲市在风电叶片、超级电容器、光伏
玻璃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方面均建有省级以上科
技创新平台， 大功率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已落户
株洲。在今天的国内外市场上，中车株洲所的风机
整机、中车株洲电机的发电机、株洲时代新材的风
电叶片、株洲变流研究中心的光伏逆变器、南方宇
航的高精传动等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今年初 《株洲市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
（2018~2022 年）》出台。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
全市新能源产业工业产值达到 265 亿元， 预计
2025 年达到 1000 亿元工业总产值， 形成千亿
产业集群。 目前，一个包含风机整机、发电机、变
速箱、叶片、变流器、弹性元件在内的全产业链风
电产业集群已基本成形。 2017 年，全市风电板块
累计装机 2000 多台。

在新材料产业上， 株洲市的先进硬质材料、
先进高分子和高性能复合材料、特种无机非金属
材料、先进储能材料和金属新材料等都在快速发
展。 2017 年，全市新材料产业实现增加值 288.9
亿元， 其中硬质合金产业年销售收入超过 100
亿元，产业规模亚洲第一。 株洲生产的硬质合金
产品俏销欧洲市场，株洲制造的减震降噪材料被
全球六大机车制造商使用。

———株洲市不断扩大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之四（转型篇）

釜底抽薪 掐“黑”断“污”

转型升级“传统”蝶变

强力推进“新兴”快行

生态路上大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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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琦
摄

2016 年底，株洲钢厂最后一根烟囱倒下。 谭青云 摄

长城电脑株洲基地生产繁忙。 谭青云 摄

建设中的大型污水处理厂。 谭青云 摄

株洲市汽车博览园已经初具规模。 张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