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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易湘东 潘庆 黄新

工业，株洲产业脊梁。
工业，株洲强市之本。
翻开株洲最新的“工业成绩单”，

人们不由眼前一亮。
今年前三季度，株洲市规模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9%， 总量居全省
第3位。其中，汽车制造业、航空制备
业、计算机与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1.6%、
21%、13.9%。与之相应，全市工业用
电增长率高出全省7.3个百分点。

成绩来自于改革。株洲市委书记
毛腾飞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
常态下我国经济治理思路的重大方
向性调整，是中央当下开出的一剂标
本兼治的精准“药方”。今年以来，株
洲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接连出台《贯彻“中国制造2025”建
设 制 造 强 市 五 年 行 动 计 划
（2016-2020）》《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实施意见》《促进工业发展十二
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进“项
目攻坚年”、“企业帮扶年”、“全市总
动员，大干一百天，全力保投资”等主
题活动，向改革要动力，以实干增活
力，加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立足市情，擦亮“底板”、拉长“长
板”、补好“短板”，抡出这强有力的
“三板斧”，株洲市工业转型升级出现
了风生水起的新局面。

擦亮“底板”———
传统产业升级发展

作为传统工业城市，重化工构成
了株洲工业的底板。今天，如何使这
块历经数十年、颜色已有些暗淡的底
板增添亮色？株洲的做法是，通过“关
停并转”，在“减法”中激发加速度，推
动传统产业加快升级发展。

去中转。今年全面实施清水塘老
工业区“5+37+X”企业搬迁，重点推
进5家中央与省属企业和37家冶炼
化工企业关停搬迁。 今年上半年，新
关停污染企业12家，异地搬迁16家。
同时统筹推进煤矿、烟花鞭炮企业关
停整合，加强技术改造升级，争取在
2017年前再关停整合煤矿企业20
家， 烟花鞭炮企业控制在300家以
内。

对实行部分异地搬迁改造的企
业，坚持“有进有出、有退有留”原则，
力争其研发、贸易、设计、总部留在株
洲。如株冶搬迁，株洲市委、市政府就
与中国五矿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拟

将“一个总部、三个中心，一批新产
业”留在株洲。

转中升。“旗滨玻璃” 搬迁到醴
陵， 新建了5条国内最先进的浮法节
能玻璃生产线，产量增加一倍，能耗
降低一半，产品实现升级换代，成为
清水塘老工业区企业搬迁的成功范
例。通过技术、工艺、产品升级，扩大
有效供给，株洲有色、建材、陶瓷等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都在按照这一思路
全面推进。

升中优。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承担
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29项，12项科
研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或先进水平，其
通过建设全球首条年产200吨网状
合金生产线，在微钻产销上全面超越
竞争对手，成为世界行业两强之一。

拉长“长板”———
优势产业优先发展

在数十年发展历程中，株洲也有
一批企业历经时代洗礼， 与时俱进，
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成为优势明显
的株洲工业的脊梁。 对于这样的企
业，株洲市采取一切措施促其做大做
强，效果显著。

优变大。8月31日， 土耳其总理
耶尔德勒姆在安卡拉市长梅里赫陪

同下， 视察安卡拉新修建的地铁线
路， 并驾驶中车株机制造的地铁列
车。据悉，这批地铁列车于今年8月1
日下线并交付，订单价值4亿美元，是
中国轨道交通行业目前在欧洲市场
收获的最大一笔订单。

在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大背景
下，有“中国电力机车摇篮”之称的株
洲，去年轨道交通产业产值突破千亿
大关， 并正借助其强大的研发实力，
迅跑在走向世界的“轨道”上。

未来5年，株洲将重点打造10家
以上引领行业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百亿企业，培育6个千亿产业集群，
奋力推进株洲制造业向万亿规模迈
进。

大变强。随着我国通用航空产业
的发展，作为我国唯一的中小航空发
动机基地，株洲市迎来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为抢抓机遇，市委、市政府及
时调度，今年来已帮助南方公司等航
空企业解决问题25个。 株洲通用航
空城机场大道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
建设，全市航空产业产值上半年同比
增长37.8%。

同时，株洲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再添新动能。10月30日， 株洲北汽
二工厂首批设备进场安装，投资60
亿元。 （下转2版）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工业转型升级———

株洲力抡“三板斧”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蒋丹）7日立冬，湖南的天气将迅速从秋
阳似夏转为秋寒如冬。气象预报称，从今天夜
间开始到9日，在冷空气的追击下，湖南气温
将急转直下，过程降温幅度12至14摄氏度。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立，建始也”，
“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是天文学上冬
季的开始， 当然， 气象意义上的冬天尚未到
来，人体感觉也还处在深秋。

省气象台预计，7日至9日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省内大部分地区迎剧烈降温，过程降温幅
度12至14摄氏度，同时冷空气也将带来降雨，
6日晚至7日白天为最强降雨时段，湘中以北局
部中到大雨。以长沙为例，7日至9日三天，气温
持续走低， 最高气温从20摄氏度陡降到11摄
氏度，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同时还会有小雨
相伴。除了降温降雨，风力也有所增大，注意不
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

今日立冬，气温急转直下
过程降温幅度12至14摄氏度

� � � � 11月6日，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施工现场，工人师傅正在进行主缆索股架设。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姚跃初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胡
信松 徐典波 通讯员 姚跃初 ）今
天，主跨1480米，世界第二、国内第
一大跨径的“钢桁梁悬索桥”———大
岳高速洞庭湖大桥主缆索股架设全
部完成。大桥明年2月开始进行钢桁

梁架设，预计2017年底可以通车。
洞庭湖大桥是大岳高速的控制

性工程，结构设计新颖，位置特殊，
环境复杂，施工技术难度高。大桥由
东向西，跨越湘江咽喉七里山港，在
浩淼的洞庭湖中的君山登陆。 主缆

架设的完成标志着大桥上部结构施
工最为复杂、 最为关键的工序取得
圆满胜利， 为下阶段重要的施工任
务———钢桁梁吊装打下坚实基础。

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方联民介绍，大桥共两根

直径886毫米的主缆，主缆所用的钢
丝总长达11.6万公里，是地球周长的
近3倍。 主缆是整座桥的主要承重结
构，两根主缆设计拉力达8万吨，对于
大桥来说主缆就是巨人的肩膀，将担
负起桥的自重及行车荷载等重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擂响全
面深化改革的战鼓。 敢为人先的湖
南人，闻鼓向前，攻坚拔寨，改革如
春雷滚滚而来。

近三年时间里， 省委深改组先
后召开23次会议，聚力系统性、专题
性、探索性改革，真刀真枪、真抓实
干，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打下

一场又一场攻坚战。300多项改革任
务基本实现阶段性目标， 一批改革
走在全国前列， 一批改革形成湖南
特色，一批改革实现创新突破。改革
的“一马当先”，带动了湖南发展的
“万马奔腾”。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璐

纳四水，揽洞庭，枕长江。纵横水
系汇聚岳阳，奔向“黄金水道”，汇入
茫茫大海，也将岳阳这座城市、这片
胜景、这方经济带出了内陆，融入了
世界。

近年来， 岳阳市抢抓长江经济
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长江中游城
市群等国家战略，依托湖南城陵矶新
港区，全力建设开放“桥头堡”，打造
湖南通江达海的新增长极，放飞湖南
的海洋梦。今年10月，城陵矶国际港
务集团岳阳新港公司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3.6万标箱， 比单月历史最高记
录净增10071标箱, 增幅38.8%。1至
10月 , 该集团完成吞吐量31.8万标
箱，主营业务收入达6903万元，各项
经营指标逆势上扬。

联合：区域港口串珠成链
面对全球经济下行、港口行业下

滑的不利形势，省委、省政府高瞻远
瞩，提出“整合资源、理顺关系、有保
有压、联动发展”的战略思路，发挥城
陵矶港在全省港口航运物流中的龙
头作用，推动与上港集团、长沙新港
公司、中交集团联手组建城陵矶国际

港务集团。一艘崭新的水运“航母”在
岳阳成功启航。

港务集团科学确立“水水”中转
战略，即以岳阳新港为长江中游地区
集装箱中转枢纽、湖南外贸进出口中
心，充分发挥两港联动效应，开通和
优化城陵矶至长沙、常德、衡阳内河
航线，将长江中上游地区及湖南腹地
的集装箱用小驳船运至岳阳，班轮公
司在岳阳始发大量“五定班轮”，集中
湖南全部、 长江中上游部分集装箱，
统一发至上海。

同时，借鉴上港集团先进管理经
验，投入400多万元引进先进的海勃

TPOS4.0生产管理系统，大力推进标
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精细化、系统
化管理，提升服务水平，装船速度由
每小时18标箱增加到34标箱。目前，
衡阳、常德、长沙等省内主要港口水
运集装箱中转率达98%以上，集装箱
吞吐量同比增长4.5%， 增幅居长江
各港口前列。

联通：精品航线拓展市场
目光有多远， 航线就能有多长。

今年来，岳阳不断开辟、优化精品航
线，强力打通湖南出海通道。

（下转6版）

岳阳，放飞湖南海洋梦

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主缆架设完成
预计2017年底可以通车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王
文隆 通讯员 林湘国） 今天在北京
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生态文明建设高
峰论坛暨城市与景区成果发布会传
来喜讯，我省浏阳市获颁“美丽中国
典范城市”称号，是全国唯一获此殊
荣的城市。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高峰论坛由
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中国国情
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本次论坛
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好绿
色家园”为主题。经过专家评审、定
向考察、集体审议等环节，浏阳作为
唯一城市荣膺“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称号。

近年来全力推进全域美丽乡村
示范县（市）创建的浏阳市，可谓是
“美丽中国”的一个缩影。围绕“全国

先进、全省样板”的目标，浏阳在全
省率先启动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县(市 )创建，全面统筹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 通过全新
理念、全民参与、全域推进，浏阳近
年来全域美丽乡村遍地开花，100
多个美丽乡村和500多个幸福屋
场，将浏阳5007平方公里大地绘成
一幅美丽画卷，实现了乡风民风、人
居环境、文化生活“三个美起来”。

今年8月举行的全国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为
湖南唯一代表和全国5个县（市、
区）的代表之一，长沙市委常委、浏
阳市委书记曹立军以《推进全域美
丽乡村建设，提升农村精神文明水
平》为题作典型发言，向全国推介
浏阳经验。

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浏阳荣膺唯一
“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柳
德新）我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
行）支农实力再上新台阶：截至10
月末， 存款总量突破7000亿元大
关，达7288亿元。这是记者今天从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称“省
联社”）获得的消息。

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 我省农
村信用社立足县域，深耕“三农”，牢
固树立存款是“立社之本”理念，持
续开展“两扫五进”（扫街、扫楼及进
村组、进社区、进门店、进园区、进楼
宇）客户拓展活动，抢占基础客户；
重点对接优质项目、重点行业、财政
性民生性资金，积极开展特色营销、
专项营销， 拓展高端客户、 系统大
户，建立存款增长长效机制。近3年
来， 存款总量连续跨越5000亿元、
6000亿元、7000亿元3个大关；贷款

总量由2013年末的2670亿元增加
到目前的3870亿元，存贷款总量均
稳居全省金融机构第1位。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村金
融要有新作为。” 省联社党委书记、
理事长张志军介绍， 我省农村信用
社积极发挥点多面广、 人熟地熟独
特优势，着力强化服务“三农”、服务
社区、服务小微的战略定力，稳定县
域，做实城区，支持客户成长壮大而
赢得存款稳定增长。

在存款总量连年上台阶的同
时， 我省农村信用社持续加大支持
农业、新型城镇化等领域。目前，涉
农贷款余额3281亿元，较年初增加
200亿元，占贷款总量的85%；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1788亿元，较年初增
加172亿元； 扶贫小额信贷余额54
亿元，比年初增长43亿元。

立足县域 深耕“三农”

农信社存款突破7000亿元

湖南日报 11月 6日讯 （记者
张尚武）正在昆明举行的“农交会”，
湖南馆300多个展品， 弥漫着浓浓
的“湘味”，展示出“精细农业”的诱
人前景。

此次“农交会”，湖南展团除了
综合馆外，还分设精准扶贫、农垦、
地理标志产品三个分馆。 参加省部
长推介品牌农产品专场时，省政府
副秘书长曹英华介绍，湖南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已带动300多万
乡亲脱贫。未来几年，省政府将着
力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打造以
“精细农业” 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
品供给基地，推动精准扶贫，打好脱
贫攻坚战。

在湖南馆，粮、油、果、茶、肉、
奶、禽、蛋、水产品样样齐全。针对不
同消费群体，参展产品更加系列化，

分等分级更细了，加工包装更规范。
随便掏出手机扫码，展品的产地、标
准等一目了然。 省农委主任刘宗林
称，未来几年，湖南将以信息化、数
字化为突破口，在“精、准”二字上努
力，加快农业现代化。

作为“农交会”系列活动之一，
“互联网+湖南绿色食品”专题推介
会今天举行。 省农委总农艺师唐建
初在会上发布， 湖南绿色食品网络
全覆盖，“互联网+” 引领农业迈向
精细化。省农委直接抓好金健米业、
阿香果茶等40个绿色食品示范基
地，每个基地、产品都有知名专家指
导，农民按标准生产，精细到每一个
生产环节。目前，湖南获得认证的有
机农产品136个、绿色食品1113个、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43个，总体排
名居全国前列。

参展“农交会”

湖南主推“精细农业”

“一马当先”勇向前
———全面深化改革的湖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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