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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先进的机车牵引引擎、最强大的航空动力引擎和最环保的汽车动力引擎为核心助推器

“
动力谷”引领株洲产业快速转型升级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报道
12月8日， 株洲高新区总投资达380亿元的18个项目
—中国动力谷展
集中签约，其中国内最大的产业展示馆——
示中心正式开馆。这意味着不断受到世界瞩目的中国动力
谷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事实上，近年来，株洲以“动
力谷”为引领，在产业发展上不断进行着转型升级。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易湘峰

动力之都产业转型
作为全国首批重点建设的
工业城市， 株洲曾诞生了中国
工业史上223个第一。与其他工
业城市一样， 株洲也面临着生
态环境的压力， 经济增长的乏
力， 转型升级摆在了株洲决策
层的桌面上。
2013年，株洲市委、市政府
将发展的重心瞄准了一批拥有
坚实产业基础、 强大创新能力
和广阔发展前景的优势产业，
高屋建瓴地提出株洲要打造
“中国动力谷”的发展战略。
“建设中国动力谷是株洲
市委市政府面对经济新常态，
为了实现产业转型、 打造经济
社会发展升级版而提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株洲市委书记毛腾
飞认为， 中国动力谷是实现园
区经济粗放式经营向智力增长
的转变， 推动株洲由一般工业
城市向综合性产业城市转变、
由传统的产业城市向现代创新
型城市转变的核心平台。
株洲下的是一盘大棋：以
最先进的机车牵引引擎、 最强
大的航空动力引擎和最环保的
汽车动力引擎为核心助推器，
着力打造以中国轨道交通城、
中南地区通用航空城、 中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城“三城”为支撑
的“中国动力谷”。

三大产业聚集发力
“动力谷”旗帜高擎，三大
产业聚集发力。
轨道交通产业“走出去”的
脚步明显加快。“公司自主研制
了中国首台商用中低速磁浮列
车，世界首列超级电容100%低
地板有轨电车。”中国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周清和介绍，近五年来，
该公司的海外订单金额超过
42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高端
装备走出去的“金名片”。
目前，中车株机、中车株所
生产的电力机车、城轨车辆、铁
路货车以及城市轨道交通产
品，已出口北美、南美等70多个
国家和地区， 其中电力机车的
市场份额全球第一， 株洲是国
内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生产基
地和出口基地， 以中低速磁悬
浮、轻轨车、动车组等为主体的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 在全
球产业链、 价值链中处于高端
地位。
航空动力产业是株洲特色

优势产业之一， 该市拥有国内
最完整的中小航空发动机产业
技术体系，形成了中小涡扇、涡
桨、涡轴、活塞和涡喷发动机的
系列化研制生产能力。目前，株
洲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
区已有涉航企业50余家， 主要
业务包括通用航空发动机研发
制造、通用航空整机制等领域。
去年， 航空产业产值110亿元，
中小航空发动机国内市场占有
率达90%以上。
新能源汽车也斩获颇丰。
以北汽株洲基地、 中车时代电
动两家整车企业为依托， 株洲
已吸引60多家配套企业在高新
区集聚发展， 汽车产业规模突
破200亿元。下一步，株洲将抢
抓当前新能源汽车供应链重构
的机遇， 把中车在轨道交通上
的优势转化为新能源汽车的优
势，实现在电池、电机、电控等
“三电”核心零部件领域突破性
创新， 打造成全国新能源汽车
技术创新中心和核心零部件生
产基地。

人才战略创新谋变
产业发展的突飞猛进让株
洲对人才的渴求空前强烈。
日前，株洲高新区宣布，鼓
励创新创业“双创人才”落户，
高层次人才最高可获补贴260
万元，新进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研究生分别可获补贴2.4万元、
3.6万 元 。 株洲 还先 后 出台 了
“创新10条”“双创8条”等，并启
动实施“100项科技成果转化工
程”。目前，株洲高新区拥有各
类专业人才12万余人。
目前， 株洲已拥有各类技
术人才20万人， 其中中国工程
院院士3名、国家突出贡献专家
42名， 其人才工作被评为全国
第二届基层人才工作创新优秀
案例。同时，大力“柔性引智”，
株洲·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
就邀请10位院士设立院士工作
站，并聘请62位国家“863”首席
科学家、“千人计划” 专家为专
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才带来的效果显而易
见。近年来，株洲专利申请量
年均增长20%以上， 每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72件，是
全省平均 的2倍 。近 3年，株 洲
市新增国家、省级研发平台54
家，新成立国家级、省级创新
技术战略联盟6个， 新建成中
国动力谷租住创新园等众创
空间17家。

中国动力谷展示中心以“中国轨道交通城、中南地区通用航空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城”为支撑的国内最大
的动力产业专业展示馆，中国动力谷展示中心将成为株洲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记者手记

明年1月1日起
求变创新，勇往直前
株洲是一个火车拖来的
城市。火车，给予了这个城市
勇往直前、求变创新的精神。
十多年前， 传统工业的
“
刀耕火种”渐受诟病，株洲审
时度势，励精图治，从烟囱革命
开始，向产业升级蜕变，直至今
天清水塘老工业区的搬迁改
造，
“
中国动力谷”从无到有。
这是一个思想 活 跃、高
瞻远瞩、敢于担当的城市。在
更大的格局下， 她的一举一
动，对于当下的工业变局、城
市发展， 都将起到重要的垂
范作用。

链接
18家企业上榜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等
2家企业被评为2017年度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中车株
洲电机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
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记者25日获悉，2017年
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
优势企业正式出炉， 湖南共
有18家企业上榜。
近年来， 省知识产权局
坚持抓增量提质、 抓保护创
新、 抓转化运用、 抓自身建
设，每年扎实做好五件实事，
知识产权事业得到良好发
展。今年截至11月底，全省专
利申请量达到68908件，专利
授权量为33186件，每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上升到5件。
此外， 省知识产权局还
出台了多项措施来扶持创新
企业发展， 企业创新质量稳
步提升， 知识产权实力明显
增强。今年，湖南共有19项专
利获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
其中17个项目来自企业。而摘
得中国专利金奖的3个项目，2
项来自于企业。 ■记者 李琪

长沙市中心城区
禁、限燃放烟花爆竹
本报12月25日讯 今天晚
上， 长沙市政府召开会议发布
《关于长沙市中心城区禁止和
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决
定自2018年1月1日起，在长沙
市中心城区禁止和限制燃放烟
花爆竹。
通告规定， 国家机关、新
闻、教育、科研、医疗等单位，火
车站、汽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
以及铁路、 轨道交通线路安全
保护 区 ；宾馆 、商场 、超 市 、 餐
馆、 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以及风景名胜区等区域全年禁
止燃放区域。长沙市南三环、西
三环、北三环、中青路、星沙联
络道、滨湖路、黄兴大道围合的
城市区域，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上述限制燃放区域， 在每年农
历腊月二十四至次年正月十五
期间，每日6∶00至24∶00（其中
除夕和初一为全天） 允许燃放

烟花爆竹。 重大节假日和特别
节会， 需要在橘子洲等地燃放
烟花爆竹的， 可以组织烟花爆
竹燃放活动。
长沙市政府同时出台 《长
沙市中心城区禁止和限制燃放
烟花爆竹工作方案》， 方案明
确，坚决依法取缔“下店上宅、
前店后宅” 等不符合安全条件
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在长沙
市中心城区限放区内， 不得新
增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开展禁
放限放工作集中整治， 实施严
管重罚， 强力推动禁放限放工
作； 健全禁放限放工作管理体
系，建立市、区、街道、社区、小
区五级禁放限放工作管理责任
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制订督查
考核和责任追究办法， 建立有
奖举报制度， 推动禁放限放工
作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记者 刘璋景

延伸

拒不执行停止排污决定，3老板被拘留
本报12月25日讯 没有取
得排污许可证，生产废水直排
下水道，长沙市芙蓉区三名从
事石材加工的负责人被公安
机关行政拘留。这是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芙蓉区环保局了解
到的。
2016年11月份起，曾某在
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街道经营
一家石材店， 没有取得排污许
可证而采用水磨工艺进行石材
加工， 生产的废水没有经过处
理直排下水道，今年11月24日，
长沙市芙蓉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检查并对其作出责令停止排污
的决定，11月30日，执法人员复

检时， 发现曾某依然故我在搞
加工石材， 拒不执行停止排污
决定， 环保执法人员将该案件
移送公安部门。
2017年10月份以来，肖某
在长沙市芙蓉区东岸街道杉木
村十组经营一家石材店， 因同
样原因被责令停止排污， 却拒
不执行，后被移送公安部门。受
查处的还有在长沙市马坡岭街
道西龙村五组经营石雕加工厂
的罗某。
其中， 曾某和肖某被行
政拘留十日， 罗某被行政拘
留 五 日。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谭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