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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 26日上午， 我国首条商业
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 100 公里的中
低速磁浮———长沙磁浮快线开始试运行。长沙
磁浮快线运用商用中低速磁浮 1.0 版列车，开
启了属于中国自主研发“磁浮时代”。

这是中车株机的“代表作”之一。
去年 6 月 13 日，时速 160 公里的中国首

列商用磁浮 2.0版列车下线。中车株机牵头研
制的这列磁浮列车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
世界首列短定子直线电机快速磁浮列车，相较
于长沙磁浮列车，该列车牵引功率提升 30%，
悬浮能力提升 6吨。

与此同时， 中车株机时速 200 公里中速
磁浮列车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样车有望在 2019年下线，2021年完成各项试
验验证工作。这是中车株机系列商用磁浮列车

的 3.0版。
从 1.0到 2.0到 3.0，见证了中车株机的实力，

也见证了株洲制造的实力和株洲创造的活力。
在株洲，类似的创新成果可以组成一个壮

观的矩阵： 从世界最大功率的六轴电力机车、
世界首台储能式电力牵引轻轨车辆、全球最快
的米轨动车组， 到全球首列虚拟智能列车、全
球首款 12米智能驾驶客车； 从全球首个生物
医药多肽库、世界最大尺寸的超高阻尼橡胶隔
震支座，到突破国外技术壁垒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的 0.08 毫米的微孔拉丝模芯等， 不断刷新
着株洲创新的新高度。

在今年初召开的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
建设暨科技奖励大会上，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担任第一完成单位的“中低速磁浮交
通系统车辆及关键技术集成示范”项目、由湖
南工业大学担任第一完成单位的“生物质纤维
基复合包装材料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分别
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0年来，株洲
累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21项， 省级科技奖
励 150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4项。

科技引领创新，创新推动发展。2018年，株
洲市高新技术企业达 407家， 较上年新增 118
家，较 2000年增加 338家；今年有望突破 500
家。 2018年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654.4亿
元， 同比增长 14.7%， 在同类地区增速排名第
二，较 2000年的 19亿元增长了近 35倍。

1992 年诞生的株洲国家级高新区， 已成
为全国高新区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创新驱动篇】

“创”字当先“新”能迸发
———来自株洲·中国动力谷的系列报道之七今年 7 月 27 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

频道推出大型直播特别节目《共和国发
展成就巡礼·湖南》。 在这个节目中，株
洲占据了五分之一的时长， 株洲·中国
动力谷建设成就、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
搬迁改造、株洲智轨等内容再次被一一
展示出来。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株洲制
造到株洲创造。 株洲一直紧跟新中国的
发展步伐。

一部株洲工业发展史，就是一部株
洲工业创新史。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城市
创新竞争力跻身全国百强、 全省第二。
建成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中心、
南方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等创新平
台 389 家，其中国家级 38 家、省级 176
家,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4 家、国家工程
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 3 家。

尤其是近年来，株洲的创新成果更
是密集涌现。 世界瞩目的复兴号高铁、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气势恢弘的
港珠澳大桥等等，都有株洲制造的鲜明
印记。

凭借创新的雄厚实力，株洲市已经
先后 9 次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
市，成功跻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示
范市”。 去年，在全国城市创新竞争力百
强市榜单中，株洲市排名全国第 84 位。

让创新基因融入血液

去年 10 月，全省第四批制造强省建设重
点项目公布，株洲市国创科技“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 等 10 个项目成功入
选，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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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2016 年初，中车株机、中车株洲所
等 12 家企业就已经启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业创新中心组建。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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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这个中心正在向着全球有影响力的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目标迈进。

在中国先进制造业的版图上， 株洲占有
重要的一席， 一切都源于始终如一地坚持创
新，真正让创新成为一种自觉，让创新的基因
真正融入到血液之中去。

可以说， 株洲能够创造共和国工业史上
的 293 个“全国第一”，敢于创新是一个关键
因素。

依靠政府政策支持，依托企业创新主体。
这些年来， 株洲市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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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对于新认定的国家、省、市技术创
新平台，市里均给予平台建设补贴。

目前， 全市已拥有各类创新平台 389家，
省级创新平台 176家， 国家级创新平台 38家，
同时还建立了 6 个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仅近三年来，株洲市就成功争取并实施国、
省科技计划项目 400多项，其中国家重大专项
1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等 22项，省重大专项、重点项目 36项。

株洲高新区基于创新需求， 投资 200 亿
元，倾力建设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 不到 3
年时间，就已吸引入园企业 109 多家，产生专
利达 814 项， 同时还吸引 10 名两院院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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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9 月，株洲市成为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之后，全市专利申请量呈现迅速增
长的态势。 2018 年全市专利申请量 8675 件，
是 1990 年累计总量的 50 倍；专利授权 4983
件，是 1990 年累计总量的 14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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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件，是全省平均
值的 2 倍。

让创新土壤更为厚实

“新认定市级及以上研发机构奖 10 万—
50 万元， 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奖 100 万—
200万元， 对认定的市创新型孵化器给予 20
万元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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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性引才最高
可享受 2 万元政府专项补贴， 最高可享受
100万元的安家补贴……”

2015 年底，被称作“创新 10 条”的《株洲
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一经发布就引起广泛
关注。

鼓励创新，厚植创新土壤。 一直以来，“科
教兴市”、“科技引领”、“科教先导”作为主导战
略，始终被市委、市政府列为全市中心工作，一
以贯之。 近年来，株洲市更是密集发布科技创
新“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出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10年发展规划”、“5年行动方
案”、“3年行动计划”，全力以赴推动创新。

为全面推进创新战略， 该市还具体出台
了《株洲市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
划(2018-2020年)》、《关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的实施意见》、“创新 10 条”、“双创 8 条”
“人才 30 条”， 在全省率先试行科技创新券、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补贴、众创空间运营补贴、
创新创业导师补贴等扶持政策。 同时，该市还
专门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引导基金、 科技成果
转化基金、 中国动力谷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开设科技银行，开通全省第一家市州股权
交易分所，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

为给创新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障， 科技公
共财政支出占比从 2016 年的 1.7%提升到
3.9%，年均增幅超过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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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投入超过 10亿元。

1999-2018年， 全市研发经费投入总量
从 3亿元增加到近 75.23亿元。 去年以来，市
委、 市政府部署实施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
入三年行动计划， 由市级专项资金对研发投
入强度较大、 增长较快的重点企业和县市区
给予倾斜，2019 年已有 207 家企业获得奖补
资金 6566万元。到 2020年，预计全市研发投
入总量可达 90亿元，占 GDP比将达到 3%。

2014 年，国务院部署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工作之后，株洲狠抓落实，已经建成省
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5家、省级以上众创空
间 24家， 并积极推进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
享，建立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目录库。 通过连续
4年举办全市创新创业大赛， 共吸引 1500个
项目报名参赛，培训创业者 3000多人次。

2014年 3月，“株洲市万名人才计划”正式
启动。 到 2018年，全市科技人才总量达到 24
万人，累计增长了 17倍。 拥有刘友梅、丁荣军、
尹泽勇 3名本土院士，引进了包括院士在内的
国家级高端人才 433 名，柔性引进国家“千人
计划” 专家等各类高层次人才 4000多名，507
位专家教授加盟动力产业专家人才库。

让创新力量引领未来

前不久， 中国移动公布了第一批全国 52
个 5G试点城市名单。这份名单在原有覆盖 40
个直辖市、 省会城市及一线城市的基础上，新
增了株洲等 12个 5G网络覆盖城市。

株洲能够成为省内唯一非省会城市入选，
得益于大数据产业领域的提前布局。

在该市云龙示范区，湖南(株洲)数据中心
即将投入运营，这也是中国移动布局在中南地
区最大的数据中心，也是中国移动公有云五大
节点之一。 该中心将引入内部 5G 核心网、云
计算资源池等中心信息基础设施，形成立足湖
南、辐射全国的大数据存储、云计算及大数据
生态百亿级产业链，让未来 5G 网络的高速公
路“畅通无阻”。

同样在云龙示范区， 总投资 40亿元的中
国华录湖南数据湖产业园项目正在顺利推进。
该项目将立足湖南，建设面向中南、辐射全国
的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心，成为规模可观的“数
据洞庭湖”。此外，产业园内还将建设全球第四
条先进“蓝光生产线”，一个巴掌大的黑色蓝光
匣子即可存储超过 1000部以上的高清电影。

向明天进军，为未来布局，显示出株洲市
推动创新的战略远见。

今年 6月 27日，《株洲市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规划（2018－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
通过审定。《规划》根据中国动力谷发展战略，
立足产业现有基础， 明确提出到 2025 年，株
洲实现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超过 500 亿元，
其中三大交通装备电子配套产业产值 300 亿
元，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产值 200亿元。

7 月 26 日，《株洲市大数据产业和人工智
能产业融合发展规划（2018－2025 年）》（以下
简称《规划》）通过审定。 这个《规划》立足株洲
市现有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提出了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其中明确提出
力争到 2025 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核心
产品和服务业务收入规模 50亿元以上， 带动
相关产业规模 500亿元以上。

有规划，更有行动。
2017 年， 株洲市专门设立了技术转移促

进中心， 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3000 万元实施
“百项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已经连续两年组织
实施，年技术合同交易额超过 55.6亿元。 目前
株洲市技术转移促进中心已经被评为“国家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

创新，正在实现土地资源利用效能的最大
化。 在株洲高新区天易科技城，厂房租售率高
达 95%，单位能耗为 145 元 / 平方米，单位产
值 7126元 / 平方米， 单位税收 385 元 / 平方
米。而到明年，园区所有企业达产后，年总产值
将达到 60 亿元，年总税收将达到 2.8 亿元，单
位产值将达到 2.5 万元 / 平方米，单位税收将
达到 1200 元 / 平方米， 相当于亩产税收 80
万元，远远高于 15万元 /亩的国家通用标准。

今年以来， 仅株洲·中国动力谷已新签约
引进 158 个新技术产业类项目，总投资 268.5
亿元。其主要项目包括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
所举行创新实验平台建设工程项目，包括德国
焊接机器人、东莞大研机器人、长城排爆机器
人等 4个工业机器人项目，包括有望成为国内
最大、世界前三的靶材基地火炬特种高纯功能
靶材项目，包括中国唯一一家、全球第三家能
够生产高品质易切削铍铜合金棒的艾美新材
投资的项目等等。

繁花似锦春满园，硕果累累压枝低。 随着
一个个新规划的陆续出台，一个个新项目的落
地生根，毫无疑问，在株洲这片沃土上，创新之
花必将更加繁盛，创新之果必将更加丰硕。

（周怀立）

让创新活力尽情释放

动力谷创新创业区。

（本版图片均由株洲市委宣传部提供）时代新材研制生产的风电叶片。

电力机车转向架智
能制造车间。

中车株洲电机用于新能源
汽车高集成电驱系统的新品。

中车株机研制的中国首款
出口欧洲（马其顿）动车组。

株洲智轨
示范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