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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 湖南汽车年产突破100万辆。 曾经跻身全国
十强又一度沉寂的湖南汽车工业， 迎来新一轮强劲发展——
—

“汽车湘军”驶入新时代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湖南汽车从第 一 台 轻 型 货 车
“洞 庭 130”出 发 ，曾 经 辉 煌 ，一 度
沉寂，如今再崛起
沿着长沙县的漓湘东路行驶，不到5公里
距离，可看到广汽三菱、长丰猎豹、众泰汽车
三家汽车制造企业。
在长沙经开区，还汇聚了广汽菲克、上汽
大众、 北汽福田等知名品牌汽车生产企业以
及博世长沙、 住友橡胶等知名零部件汽车企
业。
今年1至11月，长沙经开区汽车产业完成
产值919.6亿元。“预计全年整车产能超过100
万辆，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成为园区首个千
亿产业集群。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
县委书记曾超群介绍。
近半个世纪前， 湖南汽车制造业正是从
长沙发轫。
“湖南汽车制造业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
第一台轻型货车‘洞庭130’的问世，结束了湖
南不产汽车的历史。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介
绍。
湖南人的“汽车梦”就此生根、发芽。
到上世纪70年代， 湖南汽车工业跻身全
国十强行列，且在随后的20余年里蓬勃发展，
以长丰猎豹为代表的湘籍车企，以湘火炬、株
洲齿轮等企业为代表的零部件配套企业闻名
大江南北。 截至1996年，湖南已经拥有7家整
车厂、36家改装车厂、300余家零配件厂。
因为种种原因， 湖南汽车工业随后经历
了一段较为艰难的转型升级时期， 但依然始
终保持着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湖南人也从
未放弃自己的“汽车梦”。
2006年， 省第九次党代会将汽车工业列
为优势产业之一。
2007年，出台《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汽车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2008年， 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省级电动汽
车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2009年，湖南用一片诚心，引来“广汽菲
克”落户长沙经开区。 2年之后，一座占地约70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汽车工厂拔地而起。
2012年，“广汽菲克”的首款国产车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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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 湖南年产
百万辆汽车下
线仪式在长沙
经开区猎豹汽
车三工厂启
动。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翔”顺利投产，改写了湖南没有中级轿车的历
史，是第一辆拥有世界级品质的“湖南制造”
汽车， 也成为我省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新起
点。
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放大。 优良的政策环
境、投资环境和产业发展生态，让三湘大地成
为汽车工业投资兴业的热土，上汽大众、广汽
三菱、比亚迪、吉利、北汽、众泰……众多汽车
企业纷纷布局湖南。
2012年，我省汽车年产量还不足40万辆。
2017年12月24日， 湖南年产百万辆汽车
举行下线仪式， 标志着我省汽车年产突破百
万辆规模。
“振兴汽车产业是湖南几代人的梦想，如
今年产突破百万辆是几十年的奋斗成果。 ”省
汽车工业协会会长、 长丰集团董事长李建新
激动地说。

传统汽 车 、 新 能 源 汽 车 齐 头
并进，湖南上演“汽车总动员”
12月24日，猎豹汽车长沙新生产基地，上
演了一场“汽车总动员”。
猎豹CS9、广汽菲克Jeep新自由光、比亚
迪宋max、广汽三菱欧蓝德、众泰云100S、上
汽大众科迪亚克等8款乘用车，精彩时尚。
中车时代电动、比亚迪的新能源客车，北
汽福田的洗扫车等6款功能用车，大气稳重。
当今中国的汽车市场，“汽车湘军” 绝对
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上汽大众长沙基地生产的新朗逸、 新途
安、柯迪亚克备受市场追捧，今年产量将超过
28万辆。
广汽三菱的欧蓝德、劲炫均表现亮眼，今
年前11月累计销量达10.6万余台， 同比劲增

116%；
吉利汽车九华基地 前 10个 月 整 车 产 量
14.9万台，同比增长17.7%；发动机产量21.7万
台，同比增长48%。
长丰集团2012年回归整车主业， 全新开
发并推出了猎豹CS10、猎豹CS9、猎豹CT7皮
卡等新车型， 今年前11个月猎豹汽车的销量
已超过11万台。
广汽菲克的产品阵营全面开花，覆盖从B
级到E级SUV系列产品， 尤其是JEEP系列越
野车使湖南拥有了 世 界 顶 级 越 野 车 品 牌 产
品，长沙工厂今年产量预计达到8万辆。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介绍， 目前湖南拥
有规模以上汽车工业企业400多家，其中主要
整车企业达到14家。 以轿车、SUV、专用车和
新能源汽车为龙头，培育并带动汽车电子、节
能型发动机、变速器和动力电池、电机、电控
等关键零部件和基础件产业链发展， 湖南正
形成比较完备的汽车产业链。
新能源汽车同样表现不俗。
临近年底，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的三大产业基地都在赶订单。
电动客车基地，12月以来每天有12台电
动客车下线，年底前有300多台需要交付。
新能源乘用车基地，从9月“宋max”上市
以来便开始超负荷运转，定下了月产2万辆的
目标；
电动卡车及专用车基地即将量产， 将成
为比亚迪集团电动卡车及专用车全国制造中
心及零部件配套中心。
据了解，目前，我省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已有10余家， 从事新能源汽车生产的企业近
200家。 长沙比亚迪、长沙众泰、中车时代电
动、福田汽车、株洲北汽、梅花汽车积极推动

智能化生产， 多元化发展，
“汽车湘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汽车湘军”，仍在蓄势！
走进长沙县漓湘东路269号的猎豹汽车
三工厂，记者被这里的智能化程度所吸引。
冲压车间， 采用目前世界先进的单臂同
步连续自动化封闭式生产， 每分钟最高达12
次， 每条线线尾采用AGV自动转运至冲压件
库；
焊装车间，一期生产线配备152台KUKA
机器人，焊接的自动化生产率达到85%以上；
涂装车间，整条生产线有55台机器人，自
动化率达到85%以上；
总装车间， 则有两条国际一流的美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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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交通发展，中车电机、中车时代电气、莱
特电机、妙盛动力、桑顿新能源等一批新能源
汽车关键零部件企业不断壮大。 我省已形成
新能源汽车整车、电机电控、动力电池和电池
材料、 回收电池循环利用的较为完整的产业
链。
据统计， 去年全省共生产新能源汽车
42464辆， 约占同期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的
8.2%。 今年前10月已生产新能源汽车39336
辆，同比增长19.8%。
此外，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不仅是国际
一流工程机械企业， 也是重载汽车底盘生产
商。
目前，以长株潭为核心 ，衡 阳 、永 州 、常
德、邵阳、娄底、益阳协同发展，我省正在加快
形成长株潭标志性汽车产业集群， 长沙经开
区、株洲高新区、九华经开区等标志性产业基
地，一批标志性领军企业、标志性品牌产品不
断增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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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检测线，装备汽车行业最先进的检测设备；
还有全智能机器人安装轮胎、 后挡玻璃
等先进设备。
猎豹汽车三工厂最大生产能力可达双班
年产30万辆。
广汽菲克采用WCM世界级的管理体系，
融合先进的流程布局、 设备工艺以及环保管
理模式， 可以说是全球技术最先进的整车生
产厂之一；
上汽大众长沙工厂拥有机器人900多台，
平均每60秒就能生产一台新车……
智能化， 已经成为我省汽车生产企业的
“标配”， 也是支撑我省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
强劲动力。
寒冬之中，湖南汽车产业保持火热温度。
12月24日，长沙经开区，福田汽车环境装
备产业园项目总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主体厂
房已封顶。
去年12月， 福田汽车成功全资收购德国
著 名 环 境 装 备 企 业 BROCK Kehrtechnik
GmbH公司， 新设立福田普罗科环境装备公
司。 正在建设的福田汽车环境装备产业园一
期投资20亿元，预计2019年投产，可形成年产
5万辆汽车底盘和2万辆环卫汽车的生产能
力。
广汽三菱第二整车工厂20万辆乘用车、
30万台发动机建设项目正在加紧进行； 广汽
菲克新车型及发动机导入技术改造项目按计
划顺利推进。 同时，二者都在积极布局新能源
汽车市场， 进一步扩张我省新能源汽车“版
图”。
12月以来， 湖南汽车陆续迎来猎豹汽车
长沙公司投产暨CS9 EV新能源车、众泰君马
首款轿跑SUV S70、 广汽三菱插电式混合动
力车型祺智三款新车下线， 湖南产汽车车型
队伍不断壮大。
“对众泰而言将是一个新的起点。 ”长沙
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黎表示，当
一个地区的汽车产能超过100万辆，就会有很
多优秀零配件企业不断聚集。 目前众泰长沙
基地的配套率不到30%， 到2020年周边的配
套率会突破60%。
“湖南汽车工业发展正在迎来新时代。 ”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说， 当前中国汽车的千
人保有量不足200辆，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
大差距。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趋均衡，中国市场
的汽车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目前，湖南汽
车产业发展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汽车产业作
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 将汽车产
业列入湖南对接“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
强省，重点推进的12个产业之一。
湖南贯彻“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省
五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20年，全省节能和新
能源汽车要实现产能250万辆，主营业务收入
达到3000亿元， 产业规模进入全国行业前10
名的奋斗目标。
湖南汽车产业，正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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