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两山”理论是一种
发展理念，也是一种行为自
觉。园区既有倡导推进之义
务，更有率先垂范之职责。

（二）“两山”理念阐释了经济高

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统

一关系。它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

相互促进、协同共生的新路径。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雨花经
开区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不断贯彻落实“两山”理论，并把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开展系
列工作。

一砖一瓦，一厂一楼，雨花经开区把绿色绘进建设
中，做好一道道“多与少”的辩证题。

多一些科学性、前瞻性的规划，少一些建设性的浪
费；多一些量入为出的支出，少一些“形象工程”；多转
变一些职能，多提高一些效率，少一些由于机制不合理
而增加的“执行成本”、“服务成本”。

细节之处往往更能体现理念的落实。
在雨花经开区，我们看到穿梭在雨花经开区的公

交车，全部为电动新能源公交车，无柴油等高污染车辆
运营；新建的公共建筑，如长郡雨花外国语学校和洪塘
学校，均按照绿色建筑或节能建筑的标准设计、建设；
园区新开发区优先敷设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保证建
成企业污水全部纳入雨花污水厂集中处理，达标排
放。如今，雨花经开区绿化覆盖率达33％，这一数据还
在逐年提升。

绿色不仅在大地蔓延，也在雨花经开人的心中延
展。

夏季室内空调设置温度不低于26℃，冬季空调设
置温度不高于20℃；出门先关灯、下班关电脑，这是园
区工作人员的“公约”；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
用，做好垃圾分类，这是园区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雨
花经开区人说：“人人浪费，积羽也会沉舟；个个节约，
滴水亦能成河。”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

保持加强生态体系建设的战略定力，以国家绿色工业
园区成功创建为起点——

绿色智造，雨花经开区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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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近年来，长沙雨花经开区自觉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推动绿色发展理念与制

造业相融合，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构建了——

■ 欧阳倩 王 健

坐拥一寺一湖一河——这里是长沙雨花经开区。
“四面青山环古寺，一轮明月映清泉”，千年古刹

清泉寺的晨钟暮鼓，回荡苍穹；600亩同升湖，碧波荡
漾，引鸟共居；长沙唯一内城河圭塘河婉转绕堤岸，蝶
舞纷飞迷人眼。

与长株潭城市群绿心地带相依，与城市共枕——
这里是雨花经开区。

丘陵绵延，层层摇翠，山花烂漫，景致缤纷；春夏
秋冬，摇曳风情，日景生辉，夜色醉人。城市与园区，
园区与自然，巧妙融合，公园、绿色通道交相辉映，蔚
然成荫。

雨花经开区，从未辜负这天赐之美！
近年来，雨花经开区立足现实，不断推动绿色与

制造业相融合，以全面开展国家级绿色公园园区创建
活动作为融合发展的突破口，加速“绿色智造”，聚力
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和制造业绿色发展相得益彰的雨
花经开区样板。

就在9月中旬，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长沙雨花经开区捧回“国家绿
色工业园区”荣誉，为我省获此殊荣的唯一省级工业
园区。

无论是参与创建，还是发展绿色产业、打造绿色
园区，雨花经开区把这一切的根本，归结于“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只有回顾自身才知道走了多远。
2002年建园之初，园区命名为湖南

环保科技产业园，以环保产业和工程机
械为园区建设主导产业。

18年砥砺前行——
他们毅然舍弃了前期给园区带来

一定经济效应的部分产业，推动环保产
业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转型成为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009年引
入比亚迪以来，2010年实现全国第一款
纯电动大巴K9 量产，目前具备年产80
万辆节能与新能源乘用车及配套零部
件、5000辆电动客车及1万套配套零部
件、1 万辆电动专用车及配套零部件的
生产能力。长沙比亚迪不仅成为湖南
省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也是继深圳全
球总部之外，集乘用车、客车、卡车及专
用车等产品线最齐全的全球新能源战
略基地，在整车、三电核心技术和智能
终端等产业链最齐全的华中总部基地。

多管齐下，雨花经济开发区逐步形
成了自己的绿色发展道路：聚焦新能源
汽车及零配件主导产业，发展人工智能
及机器人（含传感器）特色产业。依托

“一主一特”产业定位，打造独具特色的
智能制造产业示范园区。

绿色发展，知易行难，往往需要舍
弃眼前的、局部的诱人利益。

壮士断腕，逼出了企业新的出路
——

没有生态，没有生存，这是园区企
业这几年最深切的感受。31 家企业退
出绿心区域；从2013年起，先后婉拒50
多个项目；加强存量企业管理，关停并
转企业 5 家，转型 18 家，雨花经开区生
态立园的理念一以贯之。比如园区龙
头企业长沙比亚迪，2018年用电超2亿
度、用水超112万吨，当年产值为300亿
元；而到2019年，用电降到1.3亿度、用
水降到74万吨，产值却增加到近330亿
元。

提高标准，推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

园区内原有一家上市企业金杯电
工，每年产值很高，税收也比较可观。
但是，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一定的
环保问题，经开区耐心地做企业工作，
帮助企业将生产基地外移到合适的地
方。企业外迁后，原厂区占地重新定位
于工业地产，不仅解决了园区产业结构
的问题，还为金杯电工带来了原主营业
务之外的服务性收益。

理念之变，让发展格局焕然一新
——

绿色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绿色产业
体系基本建成。2019年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
93%以上，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工
业增加值的 22％左右，人均工
业增加值达40.97万元。

（三）对雨花经开区来
说，践行“两山”理论，载体
在创建绿色工业园区，核
心在发展绿色产业。

这些年，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经
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雨花经开区始终没有
降低环境保护的“硬杠杠”，没有放松节能减
排的“紧箍咒”。

一个囊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两型”
工业企业的“绿色智造”体系强势崛起。从雨
花经开区代表性企业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
感知一二。

——转型，找结构转型要“绿色”。
在今年 9 月 8 日举办的长沙市科学技术

学术年会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含传感器)产
业链对接大会上，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长沙服
务站、“院士专家(长沙)科技服务中心”落地在
雨花经开区辖区龙头企业——湖南申亿五金
标准件有限公司。

这家为工程机械、铁路机电等制造产业做
零部件配套的企业，早已不满足“传统制造商”
的定位，他们在积蓄力量向“服务性制造”转
型。他们打造标准件服务供应链平台，依托

“互联网+”所建立的信息、物流、技术、电商、传
媒及会员六大体系，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无独有偶。在雨花经开区，一大批制造
型企业向服务性领域延伸，各显神通。中南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将“数字孪生”技术融入工
业场景，为智能装备行业提供解决方案；湖南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携手华制智能和
腾讯科技共建“工业云”，将大族数万套设备
运行数据互联互通；唐智科技湖南公司创建

“TZ-PHM”人工智能系统，为轨道交通运载

装备、新能源电力设备、航空发动机等领域提
供“健康管理和智慧运维”服务……

——创新，找技术创新要“绿色”。
今年3月，长沙比亚迪公司向长沙市政府

交付第一批300辆纯电动出租车。依托技术
创新，这款纯电动车在同类竞品中优势明显，
其综合续航可达 405 公里，整车在剩余电量
30%—50%下，最短充电时间只需 35 分钟左
右，并适配各地区公共充电设备。“这样的技
术支持，打消了我们以前的顾虑，不必为续
航、充电等方面担心了。”拿到新车钥匙的鸿
基出租车公司司机王师傅说。预计今年底，
比亚迪将有 2000 台电动出租车在长沙投入
运营，新能源出租车将成为广大市民绿色出
行首选。

不仅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主导产业，
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含传感器）产业，一批锐
意创新的企业占据了多个细分行业高地，涌
现出一批富有竞争力的“隐形冠军”。湖南大
族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在激光设备行业做到了
世界第二、国内第一；湖南长步道光学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1.5万亿像素大靶面镜头，是全
球首款如此高像素的工业镜头；湖南驰众机
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移动机器人，
能运载 200 吨重的货物，远高于国内外同行
90吨的负重……

2017年，长沙长泰机器人公司申请发明
专利40项，荣登“智能制造专利申请TOP10
排行榜”国内智能制造企业第二位。目前，公
司在业内率先实现了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智能
化、自主化，为机器人植入了“中国大脑”，长
泰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到了工程机械、轨道
交通、航空航天、民爆等领域。

沉甸甸的荣誉，是肯定，也是动力；金灿
灿的成绩，是资本，更是底气。

从产品到工艺，从生产到管理，一个个企
业的技术升级，驱动雨花经开区从传统制造
转向智能制造，再向绿色智造提速发力。

（四）发展理念源于发展实
践，反过来又给发展实践以深刻
影响。践行“两山”理念既是一
场深刻变革，也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九牛爬坡，各个出力”

深化改革是动力。把源头，重监管；强减排，控总
量；重环评，促发展……通过改革，雨花经开区建立生
态环保体制机制，制定实施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财税、投
资政策，让绿色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
机会，形成良性循环；让粗放型企业付出更大的成本和
代价，倒逼转型。

法治建设是根本。几年来，国家一系列法律、法
规、政策、措施陆续发布实施，雨花经开区坚决贯彻落
实，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
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法律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始终高悬，规范企业发展步伐。

科技创新是关键。绿色发展，无论是研制、引进节
能技术，还是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改造，都需要科技创
新。目前，雨花经开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117家，
稳居省级园区第一。截至6月底，园区今年专利申请
新增253件，位居省级园区榜首；拥有市级以上科技创
新平台21个，创新氛围令人钦羡不已。

环境优化是路径。在继2019年出台《聚焦“一主
一特”实施“六走六化”大力推进园区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后，8月21日，园区召开推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并发布“头羊计划”、“凤凰计划”、“深
蓝计划”等6个高质量发展计划。从奖励政策到搭建
平台，雨花经开区“店小二”的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潜
力与活力，为雨花经开区发展带来更多生动实践。

雨花经开区对“两山”理论的实践，让人民对美好
生态环境的期待一步步变成现实，并进一步转化为支
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资源基础。

（本版图片由长沙雨花经开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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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践行，需要工作抓手，需要落实载体。创
建“国家绿色工业园区”是雨花经开区践行“两山”理
论的抓手和载体。

实践早已开始。
雨花经开区这样认识“两山”理论：生态资源是最

宝贵的资源，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既不一
味为了经济发展而破坏生态，也不单纯保护而放弃发
展。

雨花经开区这样实践“两山”理论：发展绿色经
济、建造绿色家园、完善绿色制度、筑牢绿色屏障、培
育绿色文化，探索经济与生态的双赢路径。

我们可以通过创建过程中的部分关键数据，感受
雨花经开区脚踏实地的干事创业氛围。

按照国家绿色工业园区创建要求，清洁能源使用
比例引领值为75%，雨花经开区从2017年到2019年
清洁能源占比均为100%；按照创建要求，水资源产出
率引领值1500元/立方米，2019年，雨花区经开区这
一占比为3726.08元/立方米；按照创建要求，水利用
率引领值应达30%，雨花经开区水回用率超过90%。

……
数据是枯燥的。但通过一项项“远高于”“远超于”

的数据指标，我们更能感受到了园区自我加压的担当，
和锚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①绿色是雨
花经开区的发展
底色，良好生态环
境，正成为雨花经
开区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注解。图
为园区一角。②②坐落于长
沙市雨花经开区
的湖南机器人产
业聚集区，目前已
形成了完整产业
链。③③依托技术
创新，“绿色智造”
抢占制高点。图
为申亿五金打造
的智能仓库。

④④雨花经开区节
能工厂比亚迪鸟瞰。⑤⑤机器“手臂”灵
活上下，绿色智能化
车间在雨花经开区已
是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