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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蔓延，全球经济举步维艰。
今年一二月，长沙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下降2.2%。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龙头企业三一重工

一季度实现营收 172.66 亿元，同比下降
18.92%；净利润同比下滑31.9%。

2017年以来，受下游基建需求拉动、国
家加强环境治理等因素的推动，工程机械行
业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但今年一二月份，突
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了基建、矿山开采、房地
产等下游行业的开工及投资，设备需求推
迟，导致工程机械行业深受重创。

当人们还在疑惑工程机械行业的高速
增长时期是否告结之时，作为长沙年销售首
破千亿元的明星企业，三一集团率先上演一
幕剧情反转的产业大片。

走进三一长沙产业园，生产线上钢花四
溅、机床轰鸣，工人们全神贯注地操作着。
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处于饱和运转的状态，
订单早已排到了下半年。三一的混凝土机
械是全球第一品牌，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45%，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50%。半年过
去，三一集团实现产值超过600亿元，利润
过百亿元，分别增长18%、59%。三大核心
产品挖掘机械、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6月
份同比有大幅度增长。

在三一，看到长着“眼睛”的焊接机器人
不是稀罕事。三一重工智能制造研究院院
长董明楷说，5G大容量、高速率、低时延的
特性，为以机器视觉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提供
了有力支撑。

无独有偶，中联重科发布的半年度业绩
预告显示，1至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预计为 38-42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47.50%-63.03%。

上半年，中联重科打造了引领行业轻量
化标杆的搅拌车、搭载行业“黑科技”的镂空
臂架泵车、环保高效的集装箱式搅拌站；研制
下线了全球首台纯电动汽车起重机；行业领
先的高米段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3”系列
旋挖钻新品、水稻有序抛秧机等陆续上市。
主导产品市场份额在国内市场持续领先。此
外，起重机械在韩国、卡塔尔、以色列、斯洛文

尼亚、克罗地亚等海外市场取得突破。
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的建设施工一直

在有序推进，公司携手国际知名管理咨询机
构启动了“面向未来·引领30年”项目，将以
构建中联智慧产业城为契机，打造世界级的

“灯塔工厂”和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样本。此
外，塔机智能工厂二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并新增了建筑起重机械华东智能制造基
地等项目。

今年，三一、中联、山河、铁建再次入
围全球工程机械50强。工程机械板块成
为长沙工业经济呈现“V”型反弹的最好注
脚。

按照“保市场主体”的要求，长沙在大
竞赛中打出了干部“驻企”、服务“暖企”、政
策“惠企”系列组合拳，帮助企业解决用工、
资金、物流、产业链配套等难题，推动复工复
产、扩能达产。

长沙市工信局开展“双复双稳”帮扶行
动，构建“问题收集-汇总分类-问题交办处
理-结果跟踪-信息报送”的全流程处理机
制，114 家重点工业企业疫情期间反映的
212 个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上半年，该局
组织三批次工业企业技改贷款贴息申报工
作，为165家工业企业贴息超1.2亿元；协调
39 家在长银行机构，为 133 家工业技改企
业发放贷款97.91亿元。

长沙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为重点，
加快“中小企业 20 条”等政策兑现。1-6
月，风险补偿基金为2241家企业发放信用
类贷款27.46亿元，中小企业转贷基金新增
服务企业17家，转贷4.11亿元，运营以来累
计为企业节约转贷成本5400万元。

自3月起，长沙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正
增长，环比逐月提升；用电、用钢、税收等关
联指标均有所回升；部分主导行业支撑作用
明显，工程机械加速回暖，电子信息恢复较
快，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及机器人、集成电
路、自主可控及信息安全等产业链均保持良
好的增长势头。

上半年，全市新增规模工业企业75家，
较去年同期增加52家，全市智能化试点企
业新增373家，总数达到1041家。

李 治 李大为

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生根、源头发力；一项项新技术走出实验室、进入车间；产业经济加速崛起，发展质
效稳步提升……面对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长沙不等不靠，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战略定力，“不破楼
兰誓不还”的顽强斗志，吹响“大干一百天 实现双过半”大竞赛的号角。

大竞赛开展以来，全市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各项重点工作争创
了可圈可点的发展亮点，通过竞赛活动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上半年，长沙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分别高于全国、全
省5.2和2个百分点，排名中部省会城市第一。

工信部门以大竞赛活动为抓手，积极开展考核对标、产业提效、服务提质等专项行动，克服疫情不利影
响，工业经济呈现持续回升的良好态势。

在长沙高新区，走进全国
移动互联网百强企业“草花互
动”，仿佛来到了一个游戏世
界。“90后”年轻人是企业的主
力，他们飞速地操纵鼠标，在
虚拟王国挥洒才情。

目前，湖南省的手游产业
市场在100亿元左右，而“草花
互动”就占到 1/10。企业从
2014年成立以来，每年都保持
着30%以上的增长。

“草花互动”在中电软件园
二期购置了三栋楼。就在上个
月，第一栋4000多平方米的初
心楼投入使用，启用当天还发
布了六款全新自研手游。

“草花互动”创始人戴建
清说，将着力打通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通过手机游戏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未来形成百
亿、千亿级移动产业集群。

戴建清回乡五年，和创业
伙伴老杜从一支 10 余人的小
团队起步，发展成一家集产品
研发、发行及全球化市场运营
于 一 体 的 数 字 文 化 娱 乐 公
司。目前移动游戏业务在华
中地区排名第一。作为上市
后备企业，现在正进行股份制
改造。

大竞赛背景下，长沙“软件
再出发”持续深入推进。全市
软件业企业上半年新增承载空
间超60万平方米，新增从业人
员约4万人，阿里巴巴、CSDN
等知名企业落户长沙。长沙发
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应用
示范场景 191 个，预计投资额
超65亿元；国家网络安全产业
园区（长沙）正式揭牌。

直面未来，长沙 5G 建设
不断加快。半年来，累计建成
5G宏微基站、室分系统16550
个，汇聚机房114个，已实现核
心城区、景区和园区等重点区
域5G网络全覆盖。

与此同时，企业转型步伐
纷纷提速。长沙支持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发展，向省工信厅
推荐省级小巨人企业 67 家。
加大企业上市服务力度，全市
新增制造业上市企业 6 家，增
量居中部城市第一。

下半年，长沙将围绕“三
智一芯”精准发力，加快“八大
应用场景”落地，加快以5G为
代表的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同时，长沙将进一步聚焦
供应链安全。重点聚焦“供应
链”稳定，在加快打通原材料、
关键零部件的对外物流通道
的同时，积极寻求国产同类替
代和本地配套，全力构建安
全、可控、持续的供应链体系。

位于浏阳经开区（高新
区）的湖南启泰传感科技有限
公 司 是 一 家 致 力 于 金 属 基
MEMS（微机械微电子系统）
压敏芯片和精密传感器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
车、智能消防、石油石化、水气
油管道工程、高端智能装备及
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一颗直径不过五六毫米
的“小纽扣”，非常精确地把
压力数据转化为电子信号，
传送到接收处理终端。长期
以来，这类核心技术和高端
传感器市场基本上被欧美日
企业垄断。这也是工程机械
产业的软肋，传感器等关键
零部件长期依赖进口。因疫
情影响，今年一度有境外产
品断供的风险。而启泰自主
研发的液压传感器装配线近
期开始量产，打破了国外技
术垄断，能满足长沙乃至全
国工程机械产业液压传感器
配套需求。

启泰董事长王国秋教授
透露，本土一家工程机械巨头
下 半 年 有 可 能 先 小 批 量 试
用。他对自己的传感器取代
国外产品充满信心。

看好启泰传感器等民族
自有品牌的还有省市领导和
行业的专家们。为提高本土
配套率，长沙市工程机械协会
已组织三一集团、中联重科等
工程机械龙头企业签约，协同
发展主机配件企业。

“疫情的影响将是短期
的，不会改变经济增长趋势。”
半年过去，长沙的企业家们更
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保持经
济社会良好发展势头，长沙的
明天会更好。

“咬定青山不放松，不破
楼兰誓不还。”展望未来，长沙
工业经济仍将续写华章！

“大干一百天 实现双过半”大竞赛
的成果显示，长沙各项应对举措积极主
动有效，经济整体上实现快速恢复，主要
经济指标逐月回升，经济社会发展基本
面保持稳定。

长沙以园区为载体，产业聚焦不断
增强，抓产业链建设的氛围更浓、发力更
准、效果更实，产业链日益成为推动全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利器。

7月20日，总投资160亿元的长沙三
安第三代半导体项目开工。建成达产
后，将形成超百亿元的产业规模，并带动
上下游配套产业产值逾千亿元。

这是长沙高新区今年铺排的81个产
业项目。今年3月以来，长沙高新区积极
响应“大干一百天 实现双过半”竞赛活
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已有12个项目提
前开竣工。

当前，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器件已
成为全球半导体材料产业的前沿和制高
点之一。这，也是长沙工业经济在产业
链上布局的一步先手棋。

上半年，全市产业链共引进投资额
过 2 亿元的重大项目 63 个（其中 100 亿
元项目 2 个，50-100 亿元的项目 4 个），
计划总投资1032亿元，特别是半导体高
端光掩模、比亚迪 IGBT 等项目的引进，

将填补国内空白。
一手抓产业链招商引资，一手深入推

进项目建设。比亚迪锂电池等6个制造业
标志性项目已启动实质性建设，比亚迪电
子、五矿新能源、三一塔机等17个项目实
现竣工投产。湘江鲲鹏计算产业软硬件
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厂房从筹建到交付
总用时120天，刷新了“长沙速度”。

湘江鲲鹏服务器自4月28日下线以
来，销售合同额已突破2亿元，涉及政务、
交通、安平、教育等多个领域，今年高考
阅卷，贵州省就部署运用了湘江鲲鹏衡
山系列服务器。

在湘江智谷·人工智能科技城工地
上，每天都有上千名工人挥汗如雨。该
项目今年已启动首开区360亩地块，并优
先启动227.6亩工业用地建设，规划展览
馆今年9月有望对外开放。

碧桂园湖南区域执行总裁兼湘江智
谷人工智能科技城总指挥李天鹏介绍，
依托优越的专属产业政策和国家级新区
的产业基础，这里将重点引进以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为核心、覆盖人工智能全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及研发机构，建设人工
智能重大创新中心、技术成果转化高地、
产业应用示范基地，打造集产、学、研、
用、经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示范新城。

建成后，将搭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
能创新研发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及高端
应用平台，助推长沙国家智能制造中心
建设，推动研发端、制造端、应用端为体
系的人工智能创新研究及应用，协助长
沙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链和生态圈。

随着产业链不断延伸和强健，长沙
的服务平台也在不断完善。1-6月，全市
产业链技术联盟（协会）举办各类活动95
次，各产业链组织企业参加产销对接会
等活动99次，其中汽车、工程机械、轨道
交通、新一代半导体及集成电路4条产业
链共同举办企业供需对接会，现场签约
20.9亿元；2020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后市
场交易大会斩获近亿元订单。

工信部门加强指导各链办修改完善
“两图两库两池两报告”，选派71名具有
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优秀年轻干部到各链
办履职锻炼，组建22个法律服务团为链
上企业、项目提供“行业+专业”优质公益
法律服务。

长沙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产业集
群，把做强产业链与缩短供应链结合起
来，以“三智一芯”产业为主攻方向，将制
造业标志性项目作为产业链融合协同创
新发展的新增长点和新引爆点，带动一
批关联企业入规、升高、扩面、上市，打好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长沙市工程机械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吴京生介绍，7月24日是向工信部报送
参加世界工业集群竞赛决赛材料的截止
日。去年初赛胜出后，协会一直在积极
备战决赛。

长沙正在加紧谋划建设工程机械零
部件配套产业园，着力提高本地化配套
率和配套水平，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工程
机械产业集群。

利器在手，“链”上长沙壮志凌云

大势转好，工业经济持续回升
布局未来，发展后劲不断提升

咬定青山 誓破楼兰
——解读“大干一百天 实现双过半”大竞赛中的长沙工业经济

工程机械已成为
长 沙 的 闪 亮 名 片 。

黄艳 供图

“草花互动”的年轻人充满
活力和激情。该公司目前已投
资或定制研发产品18款，将通
过打通产业上下游，在长沙形
成数字文化娱乐产业集群。

范远志 摄

三一集团的智能
化生产车间。

三一集团供图

启泰传感器
生产线。

范远志 摄

4月28日，湘江智谷人工智能
科技城项目工业一期3号栋正式封
顶，成为首栋正式封顶的科技厂
房。该项目已建立342家企业数据
库，并与22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在进
行深度对接，围绕企业诉求抓紧推
动企业入园。 聂美晨 供图

建设中的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 中联重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