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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2日，大暑节气。

热浪滚滚，一如长株潭产业协同

发展的雄心壮志和热情。

株洲，动力之都。推进长株潭产

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第二次联

席会议召开。

自建立联席会议机制以来，三地

工信局约定长株潭轮流做东主持召

开会议。继在长沙召开首次联席会

议之后，这次轮到株洲。

会上，三地工信局局长签订《全

面推进长株潭产业（先进制造业）协

同发展实施方案》《第一批长株潭名

优工业产品互认协议》《长株潭企联

协商合作框架协议》 。

湖南产业发展史上新的宏大叙

事，持续激情上演。

7 月 22 日，充满活力的长株潭城市

群，长株潭产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

第二次联席会议激情举行。产业协同发

展，将贯穿长株潭一体化建设的全过程。

近年来，湖南省高度重视集群发展

对推动长株潭区域产业发展一体化建设

的作用，将推动长株潭产业发展一体化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打造国家重要先

进制造业高地紧密结合起来。坚持高位

统筹、同向发力、创新协同、政策一体、齐

抓落实。

长株潭三市从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落实“三高四新”战略的高度来

推进产业发展一体化建设，进一步加强

顶层设计，研究出台实施方案、布局规划

和本地配套政策，在打造“三个高地”上

率先突破，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

列、在增强辐射带动动能上精准发力，有

效落实。

在实施产业发展一体化行动上，长

株潭三市工信部门今年以来更是同心协

力，联手推进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打造

工程机械、轨道交通、以中小航空发动机

为核心的航空航天世界级产业集群。通

过梳理长株潭三市的园区产业，编制长

株潭三市园区产业集群发展布局导向

图，统筹区域内重大项目布局，构建差异

化区域产业布局。

今年上半年，在三市工信部门共同

促进下，园区协同发展稳步启动。与此

同时，丰富多彩的交流合作活动全方位

开启。如长沙举办了华为云企业数字化

转型大型公益沙龙活动，三市 60 余家企

业参加；举办“聚力新高地 打造新标杆”

走进智造园区长沙经开区标杆学习活

动，三市百余家企业参加。

7 月 22 日，“聚力新高地 打造新标

杆”走进株洲动力之都活动展开，百余名

企业代表参加推进长株潭产业（先进制

造业）协同发展第二次联席会议后，走进

株洲千金药业、动力谷展示中心参观学

习，探寻长株潭先进制造业产业协同密

码。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一天，长

沙市工信局会同株洲工信局和湘潭工信

局启动了工业产品互认，搭建产销对接

平台，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品知名

度，拟定了 《第一批长株潭名优工业产

品目录（两型产品）》。

连日来，三市地方媒体顶着夏日热

浪，随同中央、省级媒体及外媒走进长株

潭优秀制造企业，将名优工业产品及背

后的湖湘精神一一推介到省内外，推广

到世界各地。

接下来，三市还将积极推动本地企

业进入互认的两型产品目录，加大宣传

推广力度，提升长株潭制造业供应链本

地配套率，进而优化产业集群生态。

如果说，产业协同发展是长株潭一

体化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那么长株潭

产业发展一体化的重点就在培育产业集

群。顶层设计既定，每一步战术推进都

必须精准而有力，如同绿茵场上的临门

一脚。

眼下，由三市联合推荐的名优工业

产品闪亮登场。这是湖南省推进长株潭

产业一体化工作在现阶段的精准发力，

是长沙工信部门联手株洲、湘潭工信部

门，对国家战略和省市部署的有效落实。

（李 治 李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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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质量管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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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力通电梯目前在株洲和长沙都有生产基地德力通电梯目前在株洲和长沙都有生产基地。。 肖双元肖双元 摄摄

远大集团是长沙成名较早的明星企业，近年来旗下的远大洁净又成为空气环保用品市场的新贵。李治 摄

云中科技布局在长沙市岳麓区的油松基地。 彭亚莉 摄

播种的季节在春天。

4月 10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共同签

署了《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2021年行动计划》、

《深入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全面推进长株潭

重大产业协同发展的意见》、《湖南湘江新区

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九华片区综合开发战略

合作协议》、《全面推进长株潭产业（先进制造

业）协同发展合作协议》等系列文件。

这是湖南落实国家战略的具体举措。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长

株潭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

过去 20 多年，长株潭三市以全省 1/7

的国土面积、22%的人口，创造了 40%以上

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引发令人瞩目的

“长株潭自主创新现象”。未来，更将前程

可期。

三市工信部门共同约定，以高质量增

长、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导向，瞄准先进制造

业发展前沿，紧扣重点先进领域，突出抓好

长株潭三市现有优势产业聚合发展，在技

术联合攻关、服务平台共享、供应链协作、

飞地园区建设等领域持续发力，合力建设

一批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产业集群。

签约后，长株潭三市逐项细化工作举

措和重点项目，将目标责任分解到三市工

信局及具体处（科）室。长沙市工信局多轮

征求株洲湘潭方面意见，形成实施方案。

三市约定，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推动各类发展要素在长株潭三市之间

自由流动。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战略

研究和规划引导，完善监管机制和激励政

策，努力探索形成长株潭先进制造业协同

发展的路径与格局。

三市政府部门同频共振，企业早已翘

首以盼。如云中科技董事长湛哲宏信心满

怀地表示，想为长株潭城市圈战略的快速

推进多作贡献。

云中科技已在长沙市及周边累计建设

了 14 个建筑垃圾再生基地（目前仍在运营

4 个基地），建筑垃圾年处置能力达 600 万

吨以上。共计利用了 1200 多万吨建筑垃

圾，将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应用到了省内外

300 多条高标准道路上，赢得了各级政府部

门、合作单位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伴随着长株潭产业协同发展推进的步

伐，云中科技计划在长株潭结合部建设一个

年处置能力达 400万吨以上的综合性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基地，扩大“建筑垃圾道路材料

化”的产品路线，实现株洲市、湘潭市四类建

筑垃圾特别是装修垃圾的彻底治理。

原材料是垃圾，产品却是可以用来铺设

道路的基础材料。云中科技作为具有独特

优势的环保企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和名优工业产品互认工作同步，园区

协同发展也在三地间有条不紊地推进。

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园区在发展

产业、壮大经济等方面具有独有优势。

不久前，岳麓高新区、株洲金山科技

工业园与湘潭雨湖高新区联合组建长株

潭首个园区“联盟”，签订了园区“一体三

互”先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这是省会长沙围绕“五好园区”建设

目标，强化省会担当，促进共建共享，联合

株洲湘潭推进重大产业协同发展的又一

实干举措。

此次三地园区合作聚焦产业发展，主

要融合岳麓高新区在智能网联汽车和检

验检测产业、株洲金山科技工业园在新材

料产业（先进硬质材料、钢铁材料、智能建

造、复合材料）和物流产业、雨湖高新区在

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领域的优势，拉通各

产业链上中下游延链建设的堵点，形成产

品全生命周期产销循环。

抬高坐标，整合优势，长株潭三市将

合力打造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和一批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强化项目联合招商、技术联合

攻关、政策联合制定，形成错位发展、相互

配套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长沙正不断推动长株潭三地产业园

区深度合作，探索建立园区合作共建、利

益共享机制，以省级以上园区为主阵地，

合力培育千亿级园区、打造五千亿级园

区。湘潭九华片区纳入湘江新区一体开

发建设，雨花经开区与韶山高新区牵手

打造“飞地园区”，联手建设雨花经开区

（韶山）智能制造产业园。以自贸区长沙

片区建设为载体，大力推进长株潭开放

平台、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一体化，有效

破除地域分割、市场壁垒和行业垄断；建

设湖南出口产品聚集区，推动三市特色

优势产品出湘出海、走向世界。

目前，长沙市工信局正全面梳理天心

经开区、雨花经开区、隆平高科技园、岳麓

高新区等省会主城区周边用地紧张园区

的具体需求，对接株洲湘潭相关园区，探

索开展“飞地园区”、“总部+基地”合作、园

区托管、平台公司合作等全方面合作。

前期情况摸底之后，还将组织召开

三市相关园区对接工作会议，并适时总

结 推 广“ 规 划 、产 业 、服 务 三 位 一 体 ”和

“产销互供、招培互补、人才互动”的“一

体三互”园区全面协作发展模式。

下一步，三市工信局还将进一步深

入收集工程机械、汽车、航空航天、电子

信息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先进制造业

行业的关键设备及生产能力、采购需求

等情况，适时发布信息，推动三市产业链

供应链有序对接。

产业协同、创新发展，长株潭如何更

好 地 凝 聚 力 量 ？ 有 了 上 半 年 的 良 好 开

局，三市将继续充分利用长株潭先进制

造业协同发展联席机制，重点围绕推进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工业园

区深度合作、推动共性技术服务共享、开

展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开展跨区域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深入交流合作等方面，构

建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7 月 22 日，三市工信部门更为紧密地

牵起手来，将引导众多企业为践行“三高

四新”战略和推进长株潭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贡献新的力量，推动长株潭先进制

造业协同发展开启新篇章、迈入新征程。

多 少 事 ，从 来 急 ；天 地 转 ，光 阴 迫 。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和云中科技一起脱颖而出，在新一轮

机遇期熠熠发光的，共有 150 家企业，263

个工业产品。

这些企业和产品被列入了第一批长

株潭名优工业产品目录。由三市按照符

合国家、省、市安全、环保、质量、技术等标

准以及相关产业政策，且在产业协同、科

技创新、绿色环保、品牌影响等方面具有

本地特色的条件，从三市各自发布的现行

有效的本地两型产品目录中遴选出来。

6 月下旬以来，由长沙市工信局组织

的多家主流媒体，走进了长株潭三市 10

余家名优产品制造企业。

“全省每 10 台电梯里，就有 2 台是德

力通生产的。”在位于株洲的湖南德力通

电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世盛自

豪地向采访团介绍。

“德力通电梯有十道安全门槛，确保

乘坐人员和维保人员安全。一道突破，另

外一道就顶上来。”陈世盛举例，在电梯维

保工作中，有近 40%的事故是由于电梯停

运后，错误显示楼层，维保人员在其他楼

层手动开启电梯门，一脚踏空，从而坠落

伤亡。对此，陈世盛对手动开门方式进行

改进，从此杜绝了类似事故的发生。

在株洲某小区，由于房屋修建时并

未考虑电梯安装，因此排水管道、煤气管

道与电缆电线等仅埋在地下 1 米左右的

位置，而加装电梯至少需要两米的基坑，

不少电梯厂商都望而却步。

得知情况后的德力通第一时间赶往

现场勘查，并成功首创出一款浅基坑电

梯，即只需 400 毫米深的基坑便可实现电

梯的安装和使用。“目前拥有浅基坑电梯

技术的企业，放眼全国，只有 2 家。”陈世

盛表示，只要是客户有需求，德力通就能

满足，“没有解决办法，我们就自己发明。”

陈世盛说，看好长株潭产业协同发展

的前景，这非常利于优质企业在省内外发

展壮大。

如果不是在工信部门深入挖掘之

后，又细心安排深入的走访，长株潭很多

像德力通这样的优秀企业还只是在专业

领域内享有盛誉。不少企业深陷在信息

不对称的泥潭里，其闪光点很难被专业媒

体有效宣传、很难被公众所熟知。

采访团走进华菱线缆后，其制造神舟

十二号飞船点火装置中的点火电缆和航

天员的出舱缆等最新成果，得到了更进一

步地宣传。

按照约定，长株潭三市工信部门通过

采取联合行动，加大对本批名优工业产品

的宣传推广力度，提升本批名优工业产品

的知名度。同时，鼓励和支持三市企业加

大采购本批名优工业产品力度，提升长株

潭制造业供应链本地配套率。

长株潭三市工信部门签署的协议，规

划了六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为加强长

株潭区域工业品牌建设，实施长株潭名优

工业产品互认行动。这是长株潭产业协

同发展开局阶段重要的落子。

对于符合本地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工

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条件和要求的名优工

业产品，三市将积极推荐，鼓励和支持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

远大科技集团是湖南成名较早的明

星企业之一，最早靠直燃式中央空调起

家。最近被推入《第一批长株潭名优工业

产品目录（两型产品）》，是旗下公司的空

气净化和新风产品。

“ 远大的移动肺保可以过滤空气中

99.9%的 PM2.5，这是行业其他企业做不到

的。”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部

长潘永说：“被推荐候选长株潭名优工业产

品目录，是一次良好的机遇。长株潭是我们

省内市场的重点区域，占了收入比重的百分

之二十。随着长株潭一体化建设持续推进，

远大洁净空气产品有望实现更大增长。”

落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