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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制造”的舞台上，中联
重科、三一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
工无疑是最璀璨的“明星”。

作为长沙工业经济的第一个千亿
产业，以长沙工程机械为代表的“中国
制造”率先敲开了欧洲市场大门，经历
了20多年的发展，时至今日，越来越
多的“中国制造”已通过过硬的产品实
力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随着第四次技术革命
的到来，长沙制造也开始
迈向“智造”，抢占技术的
先锋，用科技实力为国争
光。作为长沙制造业标志
性重点项目，中联重科、三
一集团的身影频现。

吊车长臂起舞，夯机铿锵砸地，
挖掘机奋力掘进，自卸车如银龙呼
啸来去、焊花激情绽放……经过一
年多的紧张施工，如今，中联智慧产
业城挖掘机械智能制造园项目建设
进展顺利，产业城初见雏形。

项目建设过程中，省、市、区各
级领导多次深入项目一线指导工
作，给予支持，对项目进行重点调
度，开展全要素全过程管理。项目
建成后，中联智慧产业城将成为国
内乃至全球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
工程机械综合产业基地和湖南高端
装备智能制造的国际名片，也将推
动我国装备制造由大变强，跃向高
端智能新未来。

不仅如此，三一集团在长沙进
行周密布局：三一中型起重机械项
目将投入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自动
化生产设备，打造绿色环保花园式
样板工厂；三一云谷项目打造“两大
园区”“六大平台”产业集群，是三一
集团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旗舰项
目，也是长沙经开区转型创新的重
要节点；三一智联重卡项目打造中

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示范工程，实现
成为“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的梦想。

据统计，目前20个制造业标志
性重点项目整体进展顺利，已提前
完成投资任务目标（投资完成率超
100%）的项目10个，正在进行主体
施工、投资完成率达 90%以上的项
目8个，其余项目均在稳步推进：

中联智慧产业城计划年底前下
线第一台挖掘机。

三一智能网联重卡项目A地块
工程主体厂房钢结构施工已基本完
成，预计今年底主体竣工；B地块土
方平整基本完成，年底将启动主体
建设。

航天环宇航空产业园计划12月
份一号厂房设备安装并投产。

长远锂科车用锂电池项目已于
国庆节后全面进场铺开。

天际汽车长沙新能源、长步道
机器视觉光电产业生产基地、豪恩
声学智能制造、鲲鹏生态软硬件建
设等4个项目已进行试生产并即将
量产运营。

泰科天润半导体项目已开始设
备安装、山河工业城三期已开展地
勘作业，永杉年产4.5万吨锂盐项目
预计12底第一条碳化生产线可安装
完毕进行调试，均按计划有序推进。

坚持一盘棋，长沙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制造
业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机遇抓得住就能乘势而上、跨
越崛起，抓不住就会落于人后、陷入
被动。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
浪尖，人工智能正快速改变世界。

在今年，虽然全球经济发展受
到疫情和国际形势变化影响增速放
缓，但长沙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
产业革命，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推动制
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

湘江鲲鹏打造了全国首个“硬
件+软件”的鲲鹏生态基地，软硬一
体，协同发展。在长沙“软件业再出
发”的体系建设中，鲲鹏
生态系统不仅承担着壮
大长沙软件业的重任，

还将在“三智一芯”等方面为长沙的
优势产业全面赋能。

鲲鹏入湘以后，长沙的计算产
业被推向了新的高度，产业自主创
新得以进一步拓展。

发展不设限，未来犹可期。多
年来，长沙制造业走出了一条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富有特色的发展道
路，形成了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
业体系。

在前进的道路上，长沙将加压
奋进，以敢于担当之勇、善于作为之
智、提前筹划之谋、攻无不克之能，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以制造
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引领，带动制
造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中国梦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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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强国之基。。
纵观全球纵观全球，，世界大国的更替无不是以世界大国的更替无不是以

制造业的领先为主动力制造业的领先为主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
诞生了制造大国英国诞生了制造大国英国，，第二次技术革命成第二次技术革命成
就了美国就了美国，，第三次技术革命为日本带来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为日本带来了
全新面貌全新面貌。。中国自中国自19781978年将工作重点转年将工作重点转
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用了用了3030年时间年时间，，成成
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第二经济大国第二经济大国。。

进入进入2121世纪世纪，，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央到地方，，制造业制造业
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般受到重视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般受到重视。。国家实国家实
施制造强国的战略施制造强国的战略，，推动中国迈入制造强推动中国迈入制造强
国行列国行列。。

湖南作为制造强省湖南作为制造强省，，长沙被誉为长沙被誉为““工程工程
机械之都机械之都””，，制造业在长沙经济总量中所占制造业在长沙经济总量中所占
比重超过比重超过4040%%，，不久前不久前，，长沙市长沙市““以产业链以产业链
为抓手为抓手，，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先的先
进典型获得国务院点评表扬进典型获得国务院点评表扬，，制造业已然制造业已然
成为城市的骄傲成为城市的骄傲。。

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承载了人类
历史的薪火相传。

湖南着力打造“三个高地”目标中就
包括“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
地”。湖南制造业有基础、有优势，是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长沙近年来聚焦重点产业，以22条
产业链为抓手，大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年”，全市项目建设灿若繁星，制造业项
目尤为出众。

今年，长沙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
强力推进制造业标志性重点项目建设的
通知》，明确中联智慧产业城(挖掘机械智
能制造园)项目、三一智能装备制造项目、
天际汽车长沙新能源项目、鲲鹏生态软
硬件建设项目等20个项目为制造
业标志性重点项目。

这是长沙首次提出“制造业
标志性重点项目”，不仅明确了制
造业的重要地位，更表明了集中

力量抓制造业的强大决心。
“入选的标志性项目带动能力强、发

展前景好，既契合中央‘新基建’政策导
向，又能为长沙高质量发展集聚强大动
能。”长沙市发改委党委书记、主任夏文
斌表示，要发挥制造业重大项目投资效
应和引领作用，深度融入新一轮科技和
产业革命中。

目标已定，势必达成。长沙市按照
“开局就要攻坚、起步就要冲刺”的要求，
围绕制造业标志性重点项目，开展全要
素、全过程管理，结合项目特点，全方位加
强项目建设管理、协调服务、产能培育。

一直以来，工业镜头市场多被国外
品牌占据，今年10月，长步道机器视觉光

电产业生产基地一期与二期同步投入使
用，有效填补长沙乃至国内“机器视觉”
领域核心配套的空缺。

作为一家光学科技企业，长步道项
目的建设速度，被人称作“光速”。去年
11月，开建仅两个月的项目一期1.5万平
方米工业厂房就实现封顶。

“最多时有近500名工人奋战一线，
为了赶抢工期，不仅实行工作三班倒，有
时连中餐都是送进工地。”湖南长步道光
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四清表示，在
疫情期间，当地政府部门不仅派出大巴
接回工人，还提供了口罩、酒精等防疫物
资，并为员工进行免费核酸检测，让项目
得以顺利复工复产。

根据制造业标志性项目的管理办
法，长沙市重点项目事务中心不断优化
调度方式，按照“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
套班子、一本台账、一张图表、一份报告”
的“六个一”管理模式，对入选项目实行
区县市(园区)、市发改委、市工信局等行
业主管部门、联点市领导、市联席会议四
级调度方式，确保上下通畅、快速反应、

高效推进。“我们的目标就是通
过国产工业镜头，进一步提高工
业制造的效率和效果。”李四清
表示，小小镜头是工业机器人的
如炬“双眼”，它折射的是精密制
造水准，不断刷新的是“中国精
度”。

制造业标志性重点项目不仅
代表长沙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
平，更代表了长沙的城市品位和
形象。

近年来，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凭借其优越的性能和巨大的市场
前景，成为全球半导体市场争夺
的焦点。我国不少城市“花重金”
布局第三代半导体版图，抢占未
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长沙就是
其一。

在长沙市制造业标志性项目
中，长沙三安第三代半导体项目、
泰科天润碳化硅芯片及器件项目
的布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泰科天润半导体是国内首家
专注于从事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
化硅（SiC）功率芯片制造的领军
企业。泰科天润碳化硅芯片项目
位于浏阳经开区，项目厂房 7 月
份已交付使用，目前施工进展正
全速推进，预计年底通线运营投
产。

该项目投产后，不仅会实现
国产功率半导体的自主可控，填
补国内产业的空白，还可带动下
游千亿级的市场，助力湖南省实
现中部地区崛起和产业升级发
展。

标志性项目具有引领和示范
作用，往往一个项目就带来一条
产业链，带来一个产业集群，有“一
子落、全盘活”的效应。

“选择在长沙投资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规划，符合公司产业发
展方向和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
公司行业地位及核心竞争力。”长
沙三安第三代半导体项目有关负
责人介绍，项目主要建设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衬底（碳化硅）、外
延、芯片及封装产业生产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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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预计逾千亿元。

以制造业标志性项目为引
领，长沙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
力量，才能保证重点；集中资源，
才能实现突破。

9 月 29 日，天际汽车长沙新
能源项目首车下线，项目预计明
年 6 月全面投产，形成年产 6 万
辆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能力，实现
年产值 130 亿元以上。未来，它
将串联起电池、电机、智能网联汽
车运用场景，对提升长沙、湖南乃
至中南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
力具有重要意义。

11 月 17 日，长沙惠科第 8.6
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项
目首台曝光机正式搬入，标志着
项目正式转入设备安装调试阶
段。预计 2021 年 2 月 26 日点亮
投产后，将带动更多显示器件上、
下游及配套产业的集聚，打造中
国重要的新型显示产业基地，从
而实现区域产业集聚效应，带动
区域经济共赢发展。

11月22日，长沙消费电子产
业园 1.1 期项目多层厂房 1 生产
车间提前10天完成主体结构，预
计12月底实现主体封顶，明年5
月底前完成 2#生产车间竣工验
收，将为长沙打造一个世界级消
费类电子终端产品及装备研发制
造基地。

……
据市发改委统计，全市20个

制造业标志性重点项目预估总投
资 1507.1 亿元，2020 年度预估
投资 287.5 亿元，截至 11 月 15
日，累计完成投资346.6亿元，占
年度计划投资的120.5%，较上月
增长13.6个百分点，为长沙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百里挑一百里挑一，，为为““长沙号长沙号””加足马力加足马力

聚力攻坚聚力攻坚，，为为““高质量高质量””注入动能注入动能

加速布局加速布局，，为为““中国梦中国梦””增光添彩增光添彩

⑴⑴

⑴⑴ 航天环宇航空航天装备智能制造航天环宇航空航天装备智能制造

产业化项目现场产业化项目现场。。

⑵⑵ 天际汽车长沙新能源项目生产车间天际汽车长沙新能源项目生产车间。。

⑶⑶ 鲲鹏生态软硬件建设项目鲲鹏生态软硬件建设项目。。

⑷⑷ 永杉年产永杉年产44..55万吨锂盐项目万吨锂盐项目。。

⑸⑸ 泰科天润半导体项目泰科天润半导体项目。。

⑵⑵

⑶⑶

⑷⑷

⑸⑸

长沙惠科长沙惠科77月月2222日封顶日封顶，，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预计预计20212021年年22月点亮投产月点亮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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