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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崛起篇】

今年 7 月底，由中国
海关总署主办的《中国海
关》杂志对外公布了 2018 年“中国
外贸百强城市”排名，株洲市名列第
80 位。 2014 年，株洲市首次登上
外贸百强榜单，排名第 97 名。 5 年
时间，株洲市又取得长足进步。

在这几年间，株洲市通过积极
对接省五大开放行动，基本实现全
市外贸业务全覆盖，184 家企业实
现“破零倍增”，进出口实绩企业增
至 499 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贸易额同比增长 48%。 今年
上 半 年 ， 全 市 实 现 进 出 口 总 额
98.21 亿元，同比增长 12.6%。

建市以来，株洲对外开放之路
越走越宽广， 已经累计与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
贸往来， 形成了亚洲、 北美
洲、 欧洲等为主要出口市
场，欧洲、大洋洲等为主要
进口市场的外贸格局 ，与
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
亚、土耳其、加拿大、韩国
等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贸易
往来 。 目前，株洲外贸的
目标市场还在进一步向东
南亚、非洲、中东、南美、俄
东地区拓展。

巨轮东航，乘风破浪，
通江达海；列车西去，追风
逐电，奔驰欧陆。地处内陆
的株洲， 快步走向开放高
地。

从株洲，走向五洲
———来自株洲·中国动力谷的系列报道之九

2017 年 5 月 6 日， 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
中国企业家年会在株洲举办， 参会嘉宾达到
1600多人。 年会期间，共有 51个项目签约，签
约金额达 1022亿元。

2018 年 10 月 9 日，作为全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活动周湖南省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株
洲举行重大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28 个重
大项目集中签约，涉及投资总额 121.49 亿元，
所有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300 亿元以
上。

今年 1 月 5 日，株洲市举行重大集中项目
签约仪式， 共签约 25 个项目， 合同引资金额
160.7亿元。

今年 4 月 15 日，2019 年“湖南 - 粤港澳
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株洲(深圳)重点产业
推介会在深圳举行。 推介会上，株洲市共签约
项目 23个，投资总额 393.3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株洲市招商引资
跑出加速度， 新签约项目 211 个。 投资额达
721.8亿元。

……

大步走出去，大量引进来。 随着对外开放
的深入，株洲市外招商引资也渐入佳境。

自 1984 年设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到
2018 年，全市实际拥有 116 家外资备案企业，
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以上的超过 70 家，1000
万美元以上的 32 家， 投资来源遍及美国、香
港、 日本、 台湾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 2018
年，株洲市实际利用外资 13.5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2.25%； 内联引资 483.7 亿元， 同比增长
18.2%； 新签约项目共 254 个； 完成进出口额
27.46亿美元，同比增长 25.5%。

“内外资并重，两条腿走路”。 在充分做好
利用境外资金、引进境外项目的同时，株洲市
还积极创造条件大力引进省外资金和项目。

近年来，株洲市从政策支持、活动举办、营
商环境等方面不断努力，在提出加快建成“一
带一部”开放发展先行区的同时，积极参与国
家和省级层面组织的招商引资，成功举办“轨
道交通国际高峰论坛”、“湘台会”、“中国企业
家年会”等重大活动，多并次组织举办了株洲
（北京）投资推介暨央企对接会、株洲（上海）投

资推介会、株洲（深圳）投资推介会等招商推介
活动。

为优化营商环境，株洲市改变招商引资项
目“一事一议”的传统方式，对引进的重点产业
项目出台了财税贡献奖励、 高端人才引进奖
励、 中介人奖励等一系列统一的优惠政策，为
招商引资企业建立绿色通道，对项目审批实行
“联审联办”、“一站式”服务，大大提高了行政
效能。

受株洲这块投资热土的感召， 西门子、惠
普、微软、三菱、北汽等近 30 家世界 500 强企
业都在株洲有投资项目，轨道交通城、汽车博
览园、湖南移动大数据中心、中国陶瓷谷、高端
PI 膜、华锐硬质合金、南方宇航高精传动等一
批项目竣工投产或建成运营， 北汽二工厂、长
城电脑、两机重大专项、IGBT 产业化二期等一
批重点项目顺利推进或建成投产。

随着招商引资的深入， 株洲市多年的产业
结构也逐步实现“调、转、升”，在持续培育工业
这一主导产业的同时，随着深圳华强文化、希尔
顿、万豪、喜来登等国际一线品牌的引进，华润
万家、家乐福、台湾大润发、天虹等著名商业机
构的进驻，全市三大产业结构得到很大改善。

敞开胸怀，拥抱世界。 从株洲走向世界五
大洲，株洲的开放崛起之路越走越宽广。

（周怀立）

7 月 4 日上午 11 点 28 时， 株洲
中车物流基地。 随着一声汽笛响起，首
列中欧株洲班列驶出站台，沿着“丝绸
之路经济带”驶向白罗斯首都明斯克。
株洲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货运班列正
式开通运营。

至此，株洲成为继长沙、怀化之后
湖南省第三个开通中欧班列的城市。

首列中欧株洲班列共运载了 42
个集装箱， 集装箱里装满了滑移装载
机、平板电脑、LED 面板灯、吸尘器、背
包、绿茶等具有湖南特色的产品，共计
525474千克， 货值 458 万美元。 7 月
17日，货列顺利抵达白俄罗斯。

今年下半年， 中欧株洲班列计划
开行 35列，平均约 5天一列。 未来，随
着货源的稳定与增加， 在开行白罗斯
的基础上，还将增加株洲直达莫斯科、
荷兰蒂尔堡、 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国际
货运班列。

中欧株洲班列的开通， 使株洲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更加紧
密，也使株洲建设“一带一部”开放发
展先行区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加快产品出口，促进开放崛起，是
株洲市推动发展的重要举措。

代表株洲市核心竞争力的轨道交
通装备产业，起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经过 80 多年的发展， 已形成整机制
造、核心部件、关键零部件协调发展的
产业集群。 2007年 12月，株洲市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业正式获批为全国科技
兴贸创新基地， 成为全国第二批科技
兴贸创新基地入围基地。

此后， 中车株机公司生产的电力
机车、城际动车组、城轨车辆以及轨道
交通装备衍生产品走出去的步伐迅速
加快，出口市场遍及欧洲、东南亚、非
洲、中东、中亚以及澳大利亚等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株洲电力机车产

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第一， 成为中
国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研制基地和出
口基地。

不止是轨道交通产品。 在开放发
展的大背景下， 株洲市高度重视外贸
基地建设，不断助推优质企业、优质产
品走向世界。2011年 8月，醴陵市陶瓷
产业成功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专业
型示范基地；2014 年 1 月，“湖南株洲
有色金属新材料基地” 获批为第三批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

截至目前， 全市已建成外贸出口
基地 5 个， 其中国家级外贸出口示范
基地 3 个，省级出口基地 1 个，省出口
基地县 1 个。 全市拥有备案外贸企业
1141家，进出口实绩企业 499家；进出
口额过千万美元的企业 35 家，过亿美
元进出口企业 4家。 而随着科能新材、
众普森科技、恒茂电子、仙凤瓷业、裕
丰烟花、华鑫电瓷、陶润实业、西迪硬
质合金等一批千万美元级的成长型中
小民营企业的迅速成长， 株洲制造走
向世界的步伐还在进一步加快。

近 10 年来，株洲市出口产品结构
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8年， 全市初
级产品占全市外贸总额 17.8%，机电产
品占 43.7%，高新技术产品占 8.9%。 到
2018 年，初级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
术产品分别占全市外贸总额味 7.8%、
60.5%和 10.6%，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
产品占比大幅跃升。

对外出口，方兴未艾；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目前，一个更大规模外向型
产业园———清水塘口岸经济产业园项
目规划已经编制完成。 项目规划投资
100 亿元，以“长江经济带重要的内陆
开放节点、 中南地区重要的口岸物流
中心、 株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为定位，将着力株洲市发展外向型
经济新的桥头堡。

今年 6 月 29 日， 尼日利亚吉加瓦州州长
穆罕默德·巴达鲁·阿布巴卡率尼日利亚政府
代表团专程来株洲考察。 期间，株洲市与吉加
瓦州等方面签订了协议。 根据协议，株洲市将
协同相关国内企业与吉加瓦州在汽车、工程机
械装备制造及零配件出口等领域积极开展合
作。

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是中国在
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 在
实地考察了株洲高新区汽车博览园、二手汽车
交易中心以及北京汽车株洲二工厂等处之后，

阿布巴卡州长表示，通过考察，不仅看到了株
洲汽车产业发展的强大实力，也看到了株洲轨
道交通、陶瓷等产业的优势，希望进一步拓宽
吉加瓦州与株洲的合作空间，携手共赴合作共
赢的光明前程。

不仅产品走出去，还要将合作的步伐迈出
去。

2002 年，株硬集团进军德国，拉开了株洲
市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序幕。 当年 6 月，经国
家商务部批准，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欧洲公司在
欧洲正式成立，并选址德国莱茵河畔的鲁尔工

业区中心。
这个中心成立后，力推株硬集

团生产的硬质合金数控刀片、棒
材、轧辊、球齿几大高附加值重点
产品，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 以此
为起点，株硬集团开始着力构建多
层次、 多渠道的全球生产营销网
络。

今年 5 月，隶属株硬集团的株
洲钻石切削刀具欧洲有限责任公
司，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成立切削演
示技术服务中心。中心占地 400多
平方米，拥有现代化的切削刀具库
和先进设备，不仅能为客户提供优

化合理的切削应用数据， 且能通过产品开发，
为客户量身订制解决方案。

目前，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先
后在德国、美国、印度等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
在英国、丹麦、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钻石牌”商标，产品畅销
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 5 年海外销售年
增长率超过 20%。

2011 年， 中国首家海外轨道交通“4S”
店———吉隆坡中车维保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中
车株机公司走上新兴国际化经营道路的里程
碑。 马来西亚政府领导人表示，马来西亚实现
动车本土制造，制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带动了
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车株机在马来
西亚共有三家子公司,员工总人数超过 300 人,
本土化员工高达 80%，为马来西亚提供了占市
场份额 85%的产品。

近年来，中车株机公司已经在境外设立了
12 家境外子公司、3 个境外办事处， 分布于马
来西亚、南非、土耳其、印度和奥地利等地。 依
托海外基地，公司的市场由过去的中东、中亚
扩展到东南亚、南亚、欧洲、非洲、大洋洲，先后
获得 30多个项目订单。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株洲企业跨国并购呈
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时代新材公司成功并
购全球排名第三的汽车减震系统供应商德国
博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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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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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机器人及其他
深海高端装备领域填补了目前国内深海机器
人产业的空白。

跟随国企的步伐，株洲民营企业也大步跨
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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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火炬火花塞在俄
罗斯投资设立子公司，艾美新材料在美国投资
设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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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设立生产基地达到 15 个，项目分布
在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
亚、巴西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2018 年，全市
完成对外合作营业额 5.9 亿美元， 是 2012 年
的 11.3倍。

株洲产品走向世界

迈开脚步开拓世界

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2019 年 7 月 4 日 11 时 48 分，中欧（株
洲）国际货运班列在株洲中车物流基地缓
缓启程。这是继长沙、怀化之后，我省第三
条直达欧洲的铁路货运班列。

2019 年 9 月 20 日， 位于石峰区田心高科园内的黄花国际机场株洲城市候
机楼开通运行。 市民可在城市候机楼购买机票、办理乘机手续等，然后搭乘机场
巴士前往黄花机场，实现快速登机，大大缩短出行时间。

株洲城市候机楼大厅，市民可在这里购买机票、
办理乘机手续等，然后搭乘机场巴士前往黄花机场。

株洲市参加第一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取得重大成效。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株洲市委宣传部提供）

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