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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引领经济新活力

2019 年，株洲高新区的创新成绩
捷报频传——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创新中
心被纳入“国家队”，成为我省首个国家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作为中部地区国
家级园区和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核心成员，株洲高新区已拥有“国
字号”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科技
孵化器、公共服务平台等32个，成为园
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数量，
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创新指数、创新创
业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国家级高新区
排名的重要支撑指标。2019 年 6 月，
动力谷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获评孵化器
行业最高级别荣誉称号“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成为株洲高新区第 3 家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这些只是株洲市抢抓机遇，加快推
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占据发展“智”高点
的豹窥一斑。

近年来，株洲市大力实施创新能力
提升、高端装备创新、“两化”融合等重
点工程，推进产业链企业数字化转型、
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生产，推动产业链
发展迈向中高端。

全球首列虚拟轨道列车在这里投
运，12 米纯电动智能驾驶客车在这里
首发，中车时代电动汽车的新能源客车
智能化工厂等企业获批国家级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成功创建全省唯一的功率
半导体创新中心、成功获批中国移动全
国 5G 试点城市……如今在株洲，每万
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4.8 件，仅株
洲高新区，就已诞生了11项世界第一、
93 项全国第一；全市企业技术创新中
心达到85家，其中国家级6家、省级34
家。2019 全社会研发经费占 GDP 比
重有望达3%。

“创新”早已流淌在株洲人血液
里。“株洲元素”正源源不断地走向全
球，踏上世界领先“新征途”，成为中国
制造的闪亮名片。

发展靠创新，创新靠人才。
投资 100 亿元建设的动力谷自主

创新园围绕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
金链，构建“一圃两器一基地两中心多
园区”的发展格局，不断培育引进高端
人才及科研创新团队、推动高校科研院
所创新创业、搭建引进各类创新平台、
推进创新创业国际合作、多元化运营孵
化载体，目前，有155家入驻企业，吸引
了 24 位院士专家带着项目落户，90 多
项科研成果落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智力引擎”。

近年来，株洲市在实施“万名人才
计划”基础上，全面落实“人才新政 30
条”，建成中南地区最大的职业教育基
地，每年可提供10万名产业工人，为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同

时，全面打通职教城与企业用工招
聘的渠道，设立科研成果转化
基地、高端人才研发基地、专
业人才培训基地，全年引
进科技人才291名，为重
点产业 172 名高层次人
才兑现税收奖励575万
元。组织 60 名优秀企
业家赴德国深造，组
织1000多名高管赴海
尔集团等游学实训，培
训企业班组长、电工和
焊工 2000 多人次。如
今，株洲市已拥有国家标
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或工作组 6 个，两院院士等高
端人才 5000 余人，主导制定国际
标准6项，国家标准11项。

依靠创新，昔日“天上灰蒙蒙，地下
满地尘”的株洲已摇身变成“智造”的绿
色海洋，株洲这个老牌工业城市正以澎
湃动力叩开全球“智造”大门，奋力崛起。

产业赋能 强劲发展“磁力场”

产业强则经济强，项目兴则产业
兴。

去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明确提出，要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产业链企业逐
渐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主引擎，产业链
生态圈也日益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的主阵地。如何让产业链形成“强磁
场”？产业链招商是关键。

去年 10 月 28 日，株洲·中国动力

谷汽车产业博览会开幕。会上，中南集
团产业园项目、远洋资本（中科致知）株
洲教育城项目、通联支付平台项目等
34 个项目现场签约，其中“三类 500
强”项目，产业或产业配套项目占比超
过80%，总投资额超过300亿元。

2019 年，株洲高新区在产业链中
精准“出击”，全方位做好建链、强链、延
链、补链文章，大力引进产业链关键环
节上的龙头企业，加强项目前期的跟踪
和对接，将产业链做精做强。2019年，
株洲高新区营业收入、技工贸收入双双
突破 2400 亿元，在全省园区新型工业
化考核中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第
一，全省高新区创新发展绩效评估中综
合排名第二，荣获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
范园区、2019 全国外资吸引力 100 强
县市区等称号，一跃成为株洲高质量发
展的“顶梁柱”。

株洲高新区产业发展只是株洲抓
项目、兴产业的一个缩影。从“广撒网”
到精准招商，株洲市树立产业链思维，持
续推进制造强市行动，实现了产业链的

“强身聚核”。株洲市重点项目投资过千
亿；省“五个100”和重点项目超额完成
年度任务；三一智慧钢铁城和能源装备
园、绿地滨江科创园等230个项目开工
建设；株洲信息港、华录数据湖等项目加
快建设；湖南移动大数据中心一期、汉德
车桥一期等100个产业竣工投产。

为更好地释放“磁场效应”，让产
业、人才、科技等高端要素汇聚，株洲市
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围绕“3+5+2”产
业体系，加速新旧能转换，全面推动工
业经济高速增长。

2019年10月27日，落户株洲高新
区 10 年的北汽生产基地，迎来了第
100 万辆汽车下线。10 年间，北京汽
车株洲分公司还先后建成两个现代化
的工厂，一跃成为北汽制造中坚，并带
动株洲齿轮、延峰汽车装饰、元创汽车

等零部件配套企业生产的快速增长。
2019年北汽株洲分公司整车生产量达
到14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9.8万
辆，同比增长 231.3%。前 11 个月，推
动汽车制造产业同比增长 69.2%。以

“智造”引领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正不
断释放出磁场效应。

从年产 30 万台计算机整机，到具
备年产 100 万台计算机整机能力，湖
南长城只用不到三年时间，便步入了
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并吸引了麦格
米特株洲基地等一大批优质企业落
户。以“湖南长城＋麦格米特”的自主
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的龙头企
业 ，强 势 带 动 电 子 行 业 保 持 稳 步 增
长。2019 年，电子信息产业全行业已
累 计 完 成 产 值 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产业正让
株洲全产业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

如今，轨道交通、汽车、通用航空
“三驾马车”保障了株洲经济的稳中求
进；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风生水起，为
株洲经济“强筋健骨”；服饰和陶瓷两大
传统产业正走出一片新天地。株洲市
产业集群实力日益强劲，产业发展磁力
正源源不断地得到释放。

环境给力 筑就企业暖心巢

人才，不如北上广深高手云集；区
位，不及沿海沿边城市开放；地价，比不
上中西部一些地方优惠。产业项目蓬
勃发展，产业链逐渐迈向中高端，株洲
凭什么？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株洲市通
过深入打造产业项目建设年和温暖企
业行动，不断加大企业帮扶力度，强化
保障，营商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

——积极打造服务平台。基本建
成覆盖全市园区企业的政务服务平台，
涌现了“保姆式”服务、“一站式”审批、

“背对背”测评、抖音推介等特色服务。
先后建成赛宝计量、国基认证、陶瓷检
验、新能源汽车检测中心等制造业服务
平台，市中小微企业成长服务公司获评
全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中晟
全肽获“创客中国”大赛全国一等奖。
株齿成功获批全省首家工信部工业互
联网平台测试床项目。

——开展温暖企业行动。株洲市已
连续3年开展企业帮扶活动，2019年打
造了“线上”与“线下”的帮扶网络，举办
了“惠企政策大巡讲”、“创响三湘，减税
降费进园区”等200余项主题活动或特
色工作，构建了温暖在实处、温暖在宽
处、温暖在深处、温暖在高处的株洲模
式。目前，株洲市已聚集各类服务平台
560 余家，其中国家级 41 家、省级 179
家、市级349家，从业人员达到3万人，为
解决企业“缺钱、缺人、缺管理、缺技术、
缺市场”等突出问题发挥了巨大作用。
2019年，株洲市收集企业问题3231个，
办结3203个，办结率为99.1%。

——全面强化金融保障。加强企
业信用体系建设，搭建中企云链和中航
云信等产业链融资平台，累计为上下游
企业提供融资62亿元。全面推广以应
收账款质押的产业链金融。加强银企
合作对接，面向全市征集企业融资需
求，推动 835 家小微企业与 22 家金融
机构现场签约，授信金额达到 176 亿
元。2019年1-11月，全市中小企业贷
款余额809.4亿元，增长15.1%。

重任在肩，任重道远。株洲市将持
续增强创新引领作用，以产业链现代化
建设为抓手，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全
力推进制造强市建设，加快构建世界
级+国家级+区域级的先进制造业产业
集群，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
创新型城市建设，全力踏上新时代株洲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株洲高质量 靠什么？增长
清水塘等大批传统产能退出，还“一江碧水”之后——

周 佳 谭小洋

2019 年 12 月 25 日，省委书记杜家毫来到清水塘，宣布三

一能源装备园、绿地滨江科创园开工。不见烟囱，没有异味，

恢复成一张“白纸”的清水塘老工业区开启了“重生”新征程，

也正式拉开了株洲产业转型发展的大幕。

还清水塘“一池碧水”之后，株洲市经济增长靠什么？

历经动能转换、爬坡过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之后，一组年

终数据给出答案：2019年，株洲市工业投资增长31.3%、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增长57.5%，均居全省第一；中国动力谷“3+5+2”产

业增长 16%，占到全部工业比重的 75%；新增“四上”企业突破

600家，万元GDP能耗下降5%，高质量发展评价位居全省前列！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作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株洲市坚持把发展制造业作为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聚焦

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新兴动能，围绕

“3+5+2”产业体系，主攻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汽车及新能源、

电子信息、新材料等制造产业，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主特征的

中国动力谷成为中国制造走出去的亮丽名片，工业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

北汽株洲生产基地。 钟跃能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省工信厅提供）

正在运行的智轨列车。

北汽株洲基地第100万台车下线。

中国动力谷大厦。

株洲汽博园赛车场。

轨道交通是株洲市的主
导产业之一。图为一名小朋
友靠近一个列车模型窗户观
看里面的布置。

田 超 徐 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