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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长株潭国家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湖南将从哪些方面发力？长株潭具备哪些优势？

代表畅谈“打造长株潭先进制造高地”

不再漏水的蓝色新屋顶，没
有油烟污渍的干净墙面……经过
半年改造， 长沙市芙蓉区黄泥街
社区的11栋老旧居民楼都换了模
样。同时，相隔2公里外的浏正街
社区，脚手架正在搭建中。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
民生、一头连着发展。2020年全国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新开工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 更多
住在老房子里的人， 可以期待自
家小区改造后的模样了。

“我现在每次站在阳台往外
看，都会觉得心情特别好。”刘阿
姨在长沙市二轻总公司宿舍住了
24年，刚住进来时，小区及楼栋条
件都属于当时较好水平。 可随着
周围商圈的发展， 这里逐渐成了
“老破旧”：外墙斑驳发黑，防盗网
窗生锈， 屋顶和墙体经不住风吹
雨打。

2019年11月底，11栋老旧居
民楼启动改造建设。至目前，外墙
和屋顶的改造已基本完成。 蓝色
的屋顶， 红色和米色搭配的外
墙， 统一刷成银色的防盗网窗，
以及拆掉违建后打通的安全通
道，都让居民们感慨“仿佛换了

个新小区”。
正在“变身”的黄泥街社区，是

长沙老旧小区改造的缩影。
作为全国15个老旧小区改造

试点城市之一， 长沙从2016年开
始启动实施社区全面提质提档三
年行动计划。3年来， 投入各级财
政资金110.37亿元，吸引社会资金
15.1亿元， 让全市509个社区旧貌
换新颜， 基本实现了社区品质高
端化、服务优质化、治理多元化和
居民幸福感明显提升的目标，群
众满意率高达92.82%。

2020年， 长沙市计划实施改
造老旧小区123个， 涉及房屋约
700栋，居民约2.03万户，改造面积
约172万平方米。其中内五区计划
实施改造老旧小区45个， 涉及房
屋约500栋、居民约1.7万户。

全省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也按
下了“快进键”。2018年，湖南全面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行动方案
出炉。今年4月份，省住建厅、省发
改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明
确14个市(州)的18个县(市、区)作
为省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见习记者 周可
通讯员 易斌 杨帆 实习生 王玉琼

本报北京5月27日电 今天晚
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赵辰昕率
基础司、规划司、投资司等12个司
局相关负责同志，通过视频连线的
形式，与部分在湘全国人大代表进
行会谈。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副省
长陈文浩主持会议。胡伟林、周德
睿、袁建良、朱洪武、江天亮、陈勇
彪等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会
谈。

全国两会期间， 湖南团代表

们围绕完善国家高铁路网建设、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引起国
家发改委的高度重视。 视频会谈
中，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
对湖南团代表的建议做了回复，并
介绍了下一步办理的打算。

赵辰昕表示，在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湖南许多
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显现出巨大的
发展潜力。国家发改委将认真办理
代表建议。 ■记者 冒蕞

全国两会期间，湖南代表团以集体的名义提出建议，希望
国家有关部门支持长株潭创建国家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提升
湖南制造业发展水平。5月27日中午， 来自湖南代表团的胡伟
林、郑建新、文爱华、曹慧泉、阳卫国、唐岳等6位全国人大代表，
在北京驻地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就“打造长株潭先进制造高地”
等话题接受了媒体“云采访”。 ■记者 丁鹏志

老楼“穿新衣”，居民住得更称心

省建行如何发挥金融的
力量支持长株潭创建国家装
备制造业创新中心？

“在服务长株潭创建国
家级装备设备创新中心当
中，我们将重检我们的信贷
政策，并整合整个建行集团
的资源， 发挥集团的优势，
充分为装备制造业服务、赋
能。”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
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文爱
华表示。

现在银行的金融服务，
是要运用数字化经营的理
念、金融科技的手段，以及创
新思维、互联网思维等，为客
户提供个性化、场景化、一体
化、智能化等综合性服务。文
爱华说，“共生共荣、 根深叶
茂。 建设银行将更多地为企
业着想， 尤其是在融资成本
方面， 以更加优惠的利率和
费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文爱华代表：
调整信贷政策
为企业减负

国家发改委：
将认真办理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5月27日中
午， 湖南广播电
视台， 出席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的6名湖南
代表团代表在北
京驻地通过网络
视频， 在线接受
新华社、 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湖
南日报、 湖南卫
视、 三湘都市报
等10多家主流
媒体的采访。

记者 童迪 摄

楚天科技作为行业领军
企业， 对长株潭地区发展先
进制造业、 创建国家装备制
造业创新中心有什么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
岳表示，“长沙有很好的交
通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
境和低廉的房价，这对创新
创业人才的吸引力很大。”

他建议，“继续优化对
高端人才、海外人才、领军
人才来长株潭创业创新的
支持政策。加大科研教育与
发展，为长株潭制造业提供
足够的高质量技工人才，构
筑长株潭制造业强大的工
匠队伍，培育良好的工匠精
神与工匠文化。”

创建长株潭国家装备制造
业创新中心，湖南将从哪些方面
发力？

全国人大代表、省发改委主
任胡伟林表示，创建长株潭国家
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是湖南下
一步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
支撑点， 有利于落实国家战略，
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安全程度，
有利于放大湖南的产业优势，有
利于稳经济稳就业。

这几年， 湖南形成了智能制

造的湖南模式， 也有自主创新的
长株潭现象。胡伟林说，围绕争创
国家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心， 我们
要实施产业基础能力再造和产业
链提升工程，高水平推动传统产业
的转型升级， 提升自主创新的能
力，推动高质量的发展。“我们要依
托长沙的智能制造，株洲的轨道交
通，湘潭的军工和矿山装备，来打
造一批区域的、具有影响力的产业
集群和产业园，来支撑湖南产业的
发展，来支持创新中心的建设。”

胡伟林代表：打造区域产业集群，支持创新中心建设

湖南长株潭地区具备哪些
基础和优势，可以打造国家级先
进制造高地？

全国人大代表、省工信厅厅
长曹慧泉介绍，从湖南装备制造
业的基础来看，长株潭地区是非
常具备优势的。“我们到去年装
备制造业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
12000亿元， 装备制造业的销售
收入已经达到了12200亿元左
右，其中长株潭地区在湖南装备
制造业中间居于绝对的统治地

位，占比超过60%。”
曹慧泉表示， 从现在发展

的情况来看， 湖南在全国的装
备制造业领域里面有几个方面
是非常领先的， 比如说工程机
械、 航空发动机、 电子信息产
业、新材料产业，包括生物医药
等。此外，湖南还有一批好的平
台， 如世界计算机大会去年落
户在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落
户在长沙、 国际轨道交通博览
会落户长株潭等。

曹慧泉代表：长株潭在湖南装备制造业中占比超60%

作为“智造之城”，长沙在推
动先进制造业创新上会有哪些
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市长
郑建新表示， 长沙之所以能够
成为“智造之城”，在先进制造
业的创新上有一套好的制度设
计、有一批好的创新平台、有一
个好的产业生态、 有一个好的
营商环境。目前，长沙已经有60
多家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省
级平台有800多家，孵化平台和

众创空间有220多家。
“推动长沙先进制造业的创

新， 关键还是在于构建创新生
态。”郑建新介绍，长沙要聚焦平
台做好提升文章， 聚焦应用做好
转化文章， 聚焦企业做好技改文
章，聚焦人才做好服务文章。加大
对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改造的支
持力度， 对符合条件的技改项目
给予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的贴
息。“今年长沙智能化改造企业的
总数要突破1000家。”郑建新说。

郑建新代表：“四个聚焦”构建创新生态

株洲是我国首个轨道交通装
备千亿产业基地， 下一步将如何
发力？

“株洲有深厚的工业底蕴，在
制造业的若干领域有重要的地位
和优势， 有一批有雄厚实力的科
研创新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株
洲市市长阳卫国表示， 株洲先后
走出了多名工程院院士， 目前株
洲有超过10万高素质的各类专
业技术人才。

这次湖南代表团集体提出的

“创建长株潭国家装备制造业创
新中心”的建议，对株洲来说，是
一个非常宝贵的机遇，“我们要抓
住创新驱动的‘牛鼻子’，以产业
链建设为‘总抓手’，持续推动制
造业发展的质量变革， 推动产业
基础的再造和产业链水平的提
升。”阳卫国表示，“在推进长株潭
一体化的过程中， 株洲将更加积
极、主动地对接长沙，对接湘潭，
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深度融
合，达到‘1+1+1>3’的效果。”

阳卫国代表：主动对接，实现深度融合

唐岳代表：
构筑制造业强大的
工匠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