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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新中国成
立70周年联欢活动上， 一面巨幅国旗
“点亮”，震撼世界。这是由三一起重设
备吊起长90米、宽60米的网幕。事后，
三一收到了来自“70周年国庆联欢活
动”指挥部的第001号感谢状。

C919大飞机、“复兴号” 列车、“海
牛号”深海钻机……天上飞的、地上跑
的、海里游的“大国重器”，都有“湖南制
造”的元素闪耀。可以说，在中国先进制
造业的版图上，湖南已占有重要一席。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机遇，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着力打
造以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引领区为目标
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站在新起点，从“制
造大省”到“制造强省”，从“湖南制造”
到“湖南智造”，湖南按下加速键，跑出
新姿态。

抓产业、谋产业、
强产业 ， “制造大省 ”
加快迈向“制造强省”

11月19日，长沙格力电器大型中央
空调生产基地，首台“长沙造”大型中央
空调机组下线，投产之后每年将新增产
值40亿元。

格力电器“掌门人”董明珠现场透
露了一个“小梦想”：在长沙投资实现百
亿突破。这个“小梦想”折射出的，正是
近年湖南推进产业项目建设、打造现代
制造业基地的生动场景。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振兴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制造业。省委、
省政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在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确定了战略，认定了目标，其中
之一就是要打造以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引
领区为目标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走出一条湖南特色制造强省建设
路子！”2016年初， 我省成立以时任省
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为组长的湖南制
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高位推动，统筹
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出台，
绘出“路线图”，列出“时间表”；设立规
模超过10亿元的制造强省建设专项资
金，“真金白银”支持优势产业、特色产
业。

抓产业、谋产业、强产业，是省委、省
政府近3年来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连续
3年来，我省每年举行全省性、高规格的
产业项目现场观摩和推进会。

省委书记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率队，带领观摩团先后深入
娄底、湘潭、株洲、长沙、邵阳等地，观摩
一批有代表性的重点企业和产业项目，
举行全省产业发展现场推进会； 走进5
年引进200个工业项目的永州江华瑶族
自治县，召开全省优化发展环境现场推
进会，引导全省上下形成“以产业比实
力、以项目论英雄”的浓厚氛围。

筑巢引凤，一栋栋标准厂房拔地而
起，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135”工程
成功引进企业6000余家；“产业项目建
设年”吹响号角，大力实施100个重大产
业项目、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100
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 引进100个500
强企业、100位科技创新人才……一批
制造业大项目、好项目落子湖南、开花
结果，2018年我省工业投资、 技改投资
增速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三位；今年前
10月，工业投资增长18.1%。

今年以来，全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年活动，蓝思智能机器人、新金宝等一
批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 引进96家

“三类500强”企业产业项目139个。
地处中部的湖南，从“制造大省”向

“制造强省”迈进。“天河”超级计算机7
次蝉联世界超算榜首，铁建重工自主研
制开发50余项国内和全球首台套产品，
株洲产的电力机车、城轨车辆等出口全
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华菱造”精品钢
材“撑起”一批国内外重大项目、“超级
工程”。

“湖南制造”提档加速。来自省工
信厅的数据显示，2018年， 我省规模
工业增加值增速跃升至全国第12位；
全省工业增加值增速由 2016年的
6.9%提高到今年前三季度的8.2%。其
中，制造业占规模工业的比重已超过
90%。

� � � � 3月25日，中
联重科高空作业
机械智能制造工
厂。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湖南实现中部崛起必须要制造业
崛起。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将加快建设
现代制造业基地， 着力打造中国智能
制造示范引领区，列为目标任务之一。
近日， 记者就此专访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党组书记、厅长曹慧泉。

曹慧泉说， 只有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论述， 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新部署新要求，打好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才能确保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的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坚定不移地抓20个工业新兴优
势产业链，提升产业链水平，形成集
群优势。最近，长沙的工程机械、株洲
的轨道交通装备， 成功入围工信部
2019年先进制造业集群。 我省将全
力把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

群打造成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将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打
造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壮大消费
品工业集群，力争到2025年形成8~10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
强产业基础能力。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
方向， 继续开展试点示范， 力争到
2020年形成50家示范企业、100个示
范车间。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形成去产能长效机制。 建设绿色制造
体系，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发挥超级
计算机、 工程机械、 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 集成电路、IGBT等装备领域和重
点新材料领域优势， 鼓励企业参与国
家战略任务揭榜攻关， 攻克一批核心
技术。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
来说， 以5G应用创新为突出重点，依
托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加快智能网联汽
车和超高清视频两大核心应用场景基
础设施建设，力争到2021年5G相关产
业规模过1000亿元。继续办好世界计
算机大会， 引导国内外计算机领军企
业和知名配套商来湘发展， 力争到
2021年大数据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
元。突破整机、关键芯片、基础元器件
等一批“卡脖子”技术，力争到2021年
人工智能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
1000亿元。发展“互联网+制造业”，支
持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 继续引
导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 力争到
2021年培育部署 2万个以上工业
APP。

促进制造业创新开放。落实“产业
项目建设年” 活动部署， 继续实施好
“100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 建立全
省制造强省重大项目库并滚
动管理， 引进和实施一批大项
目好项目。 推动与央企合作协
议落地实施。 组织产业精准对
接合作活动。 紧盯“三类500
强”，培育引进行业龙头企业和
产业链领军企业。

全力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曹慧泉

◎权威访谈

智能引领
登“高”不止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在高空作业机械细分领域，相较国
内外领军企业， 中联重科是一个‘后来
者’，但我们做到了快速突破。”在望城经开
区中联重科高空作业机械智能工厂， 中联
重科高空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任会礼日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联重科建造了全
国首条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全流程智能化
生产线，年产能1.2万台剪叉式高空作业平
台。中联重科高空作业机械拓市不到一年，
销售预计可突破7亿元。

走进明亮洁净的生产车间， 型材上
料、切割，底盘、托盘分装，机械总装，设
备调试，成品出库等工序，在3万平方米
的厂房内有序铺开；物流配送、工序衔接
顺畅紧凑。

繁忙却不熙攘，因为“忙碌”的都是
机器人。

物流小车将3米长的型材送至切割
“等候区”；黄色的机器手臂，“利索”地抓
起一根型材，传送至智能切割区；机器切
割臂在封闭无人区域内，将型材切断、截
面、打孔、冲压、放回传送带，系列动作在
3分钟内一气呵成。传统人工操作，每个
动作皆需花费8至10分钟。

传送带上被切断的型材上，都贴
上了一张信息磁条 ， 这是它们的“身
份证 ” 。

“在传送带末端，相关设备能够通过
扫描信息磁条， 自动识别这根初加工的
型材是做什么用的、要运送到哪个工位、
加工成什么样。”中联重科高空作业机械
公司生产制造中心副经理李杰说， 整个
工厂网络全覆盖，指令自动下达、信息自
动采集，生产设备、机器人、传感器和工
控之间互连互通，产线计划、生产工艺等
实现信息化管理。

李杰说， 中联重科高机智能工厂下
线一台高空作业机械，只需12分钟；生产
线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让产品质量具备
了稳定可控。

目前全球高空作业机械的最高
高度为 58米，未来一定会有更高
的、 更新型的高空作业设备，中
联 重 科 已 经 在 做 这 方 面 的 设 计
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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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连接价值链、企业链、供需
链。“培育先进制造业、 建设制造强省，
我省以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为抓手。”
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曹慧泉说。

2016年，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按照有产业基础、有龙头企业、
有研发力量， 并具有突破性或颠覆性
技术的原则，筛选20个工业新兴优势
产业链，编制了产业链行动计划，举全
省之力重点推进。

14位省领导既挂帅、又出征，联系
推动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加快
发展。长沙、湘潭、株洲等多地采取“非
常手段”，实施“链长制”，设立专门的
产业链推进机构，培育发展壮大优势、
新兴产业。

省会长沙， 平均每天引进一个产
业链项目、有4.5亿元投资注入；从株
洲“田心”出发，大约5公里范围内可以

找到生产一台电力机车所需的上万个
零部件的配套生产企业； 位于湘西大
山深处的泸溪高新区， 近年聚集起11
家复合材料生产企业， 微细球形铝粉
产量占据全球市场20%以上。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不断壮大，
蓄势待发。舞活龙头，中国长城制造
的国产整机，核心部件过半是“湖南
特产”，串起了从芯片、基础软件到整
机及终端、应用软件的安全可靠计算
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在北汽株洲基
地、中车时代电动的带动下，株洲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无到有， 从有到
全，向千亿规模发起冲击。

通过彩虹盖板玻璃、OLED等重
大项目引进和实施， 显示功能材料产
业链向新型显示功能器件延伸， 安全
可靠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向计算
机、手机等领域延伸。

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呼之欲出。24
家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参展、现场
订单和采购金额超过200亿元， 今年5
月举行的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
会首次亮相就跻身世界一流工程机械
展会行列；金秋十月，我国轨道交通装
备制造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
展会落户湖南。精彩“好戏”接连上演，
背后是湖南作为全国最大的工程机械
产业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装
备研发制造基地的底气与实力。

好消息不断， 长沙的工程机械、株
洲的轨道交通装备，近日成功入围工信
部2019年先进制造业集群， 全国总共
34个集群入围。依托现有产业基础与优
势，我省正在全力把工程机械、轨道交
通装备产业集群打造成为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将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
材料等打造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蓄势待发，世界级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当“智能”融入制造，“湖南制造”
以“分秒”计时成为常态：10秒生产一
件铝轮毂，80秒造出一台发动机，3分
钟制作一床被芯，5分钟下线一台挖掘
机，18分钟下线一台环卫洗扫车……

推动湖南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绿色化方向延伸拓
展， 努力在中部崛起中形成智能制造
高地， 我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专项行
动，搭建推进平台、开展试点示范，抢
占“智高点”。

短短几年，百花齐放，光彩夺目。三
一重工18号厂房是亚洲最大智能化车
间，中车株机建成全球首个轨道交通转
向架智能制造车间， 长沙博世4.0生产
线是博世全球工业4.0项目运用智能化
模块最多的生产基地之一；株洲国创成
功创建轨道交通领域唯一国家制造创
新中心；梦洁家纺、加加酱油、金龙铸造
等在行业内“首吃螃蟹”，成为国家级的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试点示范。

以智能制造为方向， 产业转型升
级呈现“井喷”式发展，在全国探索了
智能制造湖南模式， 形成了“长沙现
象”。截至目前，湖南共认定53家省级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74个省级智能制
造示范车间， 共有16家企业列入国家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获批国家智
能制造标准化和新模式项目27个，数
量分别居全国第六、第七。作为智能制
造的“领头雁”，长沙市已有668家企业
进行智能化改造， 其中获批国家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及专项27个， 居全国省
会城市第一。近日，长沙出台“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20条”， 全力向打造国家
智能制造中心进军。

全球首款智轨电车、全球首台5G
遥控挖掘机、 全球首台永磁电机驱动
盾构机……智能“明星” 产品层出不
穷。统计数据显示，“湖南智造”的分量
越来越重。2018年， 我省规模以上工
业中，高加工度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10.1%和18.3%。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三年来， 湖南

打造现代制造业基地成绩可圈可点，
为制造强国建设作出了湖南贡献。专
家表示，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新一
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
省制造业产业基础能力较弱、 部分关
键技术受制于人、 智能制造支撑体系
有待完善等短板依然突出。 建设制造
强省，挑战与机遇并存。要坚定不移抓
好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持续推
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入融合， 实现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我省已先后出台人工智能产
业、大数据产业、超高清视频产业、5G
应用创新、工业APP培育等多个“三年
行动计划”，推动政策措施落实，加快
应用场景落地，加大产品创新支持，变
“盆景”为“风景”，一批活力十足的新
兴产业令人期待。

产业转型升级“井喷”式发展，努力在中部崛起中形成智能制造高地

◎典型案例

◎图表2

1

“湖南智造”跑出新姿态
———我省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三年回眸

今年上半年，工程机械、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 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等
产 业 链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47.9%、13.8%、35%。

2

今年前三季度 ， 我省高加工度工
业 、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2.9%和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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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由

2016年的31.6%提高到今年前三季度

的40.1%。

全省规模工 业 增 速 由 2016年 的

6.9%提升到今年前三季度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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