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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135”工程

链接

小到常见的无人机， 大到为
高铁车身自动喷漆的巨大机器，
在长沙雨花经开区，你都能看到。
作为全省惟一的机器人产业集聚
区， 这里有150多家机器人企业
“同园竞技”。

今年的皮鞋流行什么款式、
用了什么新工艺？ 对做皮鞋的生
意人来说，不用去远方，参观一趟
我省最大的皮鞋生产基地———湘
潭天易示范区青山皮鞋工业园，
就能找到答案。

2014年10月31日，我省开始
实施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多
地以优势特色产业为重点， 推动
了一批产业集群式规模化发展，
成功打造出多个特色工业园区。

【科技】
湖南机器人集结雨花

“公司今年5月投产，8月与中
车签订了1500万的订单，为其生
产高铁车身自动喷涂设备。”湖南
省泰达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新嘉欣喜地告诉记者， 目前
公司员工只有28人， 但产值已超
过4000万。

深圳市泰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喷涂系统集成
商， 湖南省泰达机器人制造有限
公司是其子公司， 目前承担了所
有智能装备的制造。

“之所以在长沙设厂，并将智
能装备制造中心从广东迁到长
沙， 主要是考虑到长沙的交通便
捷、房价较低、园区产业有集群优
势、 政府有各项支持政策等。”李
新嘉说。

“近年来，园区大力引进机器
人集成应用产业， 吸引了众多企
业入驻。 目前园区的机器人企业
已经超过150家，形成了完整的机
器人上下游产业链， 包括机器人
培训、研发、销售等，集群效应明
显。”长沙雨花经开区招商合作局
局长余忠介绍， 园区是全省第一
个也是唯一一个机器人产业集聚
区， 未来将带动形成一个百亿级
的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成为推动
长沙智能装备领域和湖南工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增长极。

【生产】
小镇年产760万双皮鞋

9月8日，湘潭县青山桥皮鞋制
作培训学校，20多名学员正在技术
工人的教导下进行实操训练。

“学校有政府补贴，学员免费
学习， 期间还能获得每天20元的
补助。 一周上课5天， 每天8个小
时，培训期约2个月。”湘潭县青山
桥镇党委书记、 青山皮鞋工业园
管委会主任胡卫介绍， 学校自今
年开办以来，已培训了几期学员，
多是当地的居民， 为园区的皮鞋
制造企业输送了不少技术工人。

青山桥镇历来素有“皮鞋之
乡”的美誉，制鞋历史悠久，2006
年就开始兴建青山皮鞋工业园。
2014年， 随着创新创业园区
“135”工程和湘潭县“一区多园”
战略的实施， 园区的建设和招商
引资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园区的领导来浙江招商，介
绍了园区有资金扶持、 有政策支
持、有配套服务等，我是湘潭人，
得知有这么好的机会， 肯定是愿
意回家乡发展的。”2015年， 在外
经商漂泊了十多年的方达培投资
1500万，在青山皮鞋工业园买了
10亩地，成立湘潭凤舞九天鞋业。
经过2年发展，公司拥有了自己的
研发团队、技术人员，年产值突破
2000万元。

目前， 园区已经形成了包括
鞋带、鞋底、鞋饰、成鞋制造等在
内的皮鞋生产全产业链， 入园企
业28家， 安排就业人员3400人，
年生产销售各类皮鞋760万双，年
产值7.15亿元， 成为湖南省最大
的皮鞋生产基地。

【招商】
3年全省增加113条新产业链

据了解， 围绕主导产业开展
产业集群招商，把主导产业做大、
做强、做出特色，从而使产业聚集
区的集群效应、 集聚效应得到充
分放大和提升， 能够让有限的资
源发挥最大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
效益。

实际上，不只是雨花区、湘潭
县， 我省多个县市区的工业园都
在着力打造产业集群。在宁乡，一
个汇聚了10多家电池负极材料的
锂电池集群正在生成；在资阳，10
多家电路板企业已经安营扎寨；
在江华， 一个全球最大的物流条
形码生产基地已声名远播。 数据
显示，自“135”工程实施至今，我
省新形成了113条新产业链，引进
省重点扶持的20条新兴优势产业
链项目833个，引进延链补链项目
1064个。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田拥军

本报9月10日讯 今天，省
安委会发布消息， 我省成立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任领
导小组组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由副省长
张剑飞、杨光荣，省政府党组成
员、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担任；
成员由省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
负责人构成。 领导小组负责全
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组织

和实施， 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 任务完成后领导小组
将自动撤销。

省安委会要求，全省市州、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都
要以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
导小组为参照， 成立由主要负
责人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统筹
协调、 督促推进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

据统计 ，7月初我省启动

安全生产大检查 ， 目前已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 共排查各
类重大事故隐患 2724项，完
成 整 改 1968 项 ， 整 改 率
72.2%； 依法打击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2833起，关闭取缔企业
1193家， 停产整顿企业1643
家，暂扣吊销许可证照264个，
罚款5892.63万元， 追究刑事
责任119人。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徐纪进

产业园区是我省重要的经济板块，园区建设发展直接关系到湖南经济的长远发展。2014年10月31
日，全省产业园区工作会议在郴州市召开，时任省长杜家毫提出了创新创业“135”工程战略构想，即通
过三年的努力在全省建设100个产业园区、建成300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引进5000家创新创业企
业。今起，本报将聚焦“135”工程所取得的成绩，为您讲述各园区蓬勃发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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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工程：催生我省特色产业集群
3年全省增加113条新产业链，推动经济稳定高质增长

至今年上半年，我省“135”工程亮出成绩单：全省培育创新创
业园126家，建成各类标准厂房3833万平方米，引进创新创业型企
业6038家。

实施“135”工程卓见成效：累计完成投资1325亿元，拉动民间
等各类投资近4000亿元，创造就业45.5万人。

我省“135”工程进展

本报9月10日讯 今日上
午，纪念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
张百熙诞辰170周年座谈会在
长沙举行，北京大学原校长周
其凤，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
主席欧阳斌， 老同志唐之享，
以及来自海内外的文化、教育
界有关部门负责人等百余人
出席了座谈会。

据悉，张百熙是湖南长沙
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改
革家、先驱者，是中国现代教
育体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
国大学之父”。三十多年间，张
百熙历任礼部、工部、刑部、户
部、吏部、邮传部尚书、京师大
学堂管学大臣等职务。他为官
清廉，一生多有建树。其历史
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
力主变法图强， 废科举办学
堂，主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
大学的《钦定学堂章程》，其中

许多内容一直沿用至今，为中
国现代教育体制奠基；二是作
为北京大学第三任校长，彻底
革除京师大学堂封建书院旧
制，学习西方先进文化，首创
公派留学， 深化大学教材改
革，实行学生分科，在课程设
置上减少老八股，增加自然科
学，广为吸纳精英，筹措资金，
修建校舍，扩大规模，为京师
大学堂1912年正式更名为北
京大学、为中国第一所真正意
义上的大学奠定了基础，作出
了开创性的贡献。

座谈会上，与会嘉宾除了
追忆张百熙思想和创造的业
绩外，还纷纷表达了家乡人民
的缅怀之情， 表示要不忘先
贤，铭记历史，进一步深入开
展张百熙研究，弘扬传承优秀
民族文化。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罗一飞

辰溪工业集中区润沅新材料厂房内，施工人员在安装锂电池隔膜设备。该厂房二条生产线全面投产后，可年
产锂离子电池隔膜8000万平方米。 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成立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许达哲担任组长

“中国大学之父”张百熙诞辰170周年 全民公益日
为公益组织项目筹款

本报9月10日讯 9月8日
晚，一场“音乐益演”在太平街
举行， 为湖南一批优秀公益组
织的项目筹款。

湖南环保联合会的负责人
胡玲介绍，此次活动是为了响应
腾讯联合全国上百家企业发起
的“99公益日”。“今天的项目主
要是有两类，一类是来自全省绿
色湘军发起的环保项目，另一类
是“为爱联合劝募”支持项目。我
们还招募了一些爱心企业，通过
在现场义卖产品筹集公益资金，
在募集项目款的同时，也希望更
有效的传播公益理念。”

据了解， 此次活动由省保
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作指导，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
联合长沙市暖心社工综合服务
中心、吴晓波频道长沙书友会、闯
闯共同发起。 ■记者和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