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企业

沿湘江东岸分布的湘
潭竹埠港老工业区始建于
上世纪60年代初， 位于湘
潭岳塘区荷塘乡、 滴水埠
街道境内，区域面积约1.74
平方公里， 这里曾是湖南
乃至全国最具活力的化工
生产片区。 长期的化工生
产， 让工业老区付出了惨
痛的“环境代价”。

2011年3月，国务院发
文批准， 竹埠港被列为湘
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

点区域之一，湘潭也先后启
动湘江湾流域重金属污染
综合治理、 竹埠港化工区
“退二进三” 等环境治理项
目，关闭“五小”企业150多
家。

“三到五年过后， 我们
就能把这个区域全部治理
好。到时将是一片崭新的面
貌。” 湘潭市岳塘区政府区
长王永红站在土壤修复处
理中心门口，指着周边的土
地说道。

2015.9.16��星期三 编辑 匡萍 图编 言琼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刘湘A05
【大型经济系列报道·湘潭篇】

破旧立新，传统工业重地谋转型
着力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湘潭布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2012年完成产值22亿元，2013
年完成产值55亿元，2014年产值突
破100亿元、 晋级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 泰富重装集团旗下子公司泰富
重工，作为专业海工装备、港口机械
装备和散料装卸输送成套装备的专
业制造商，用三年时间，创造了百亿
产值。

记者在泰富厂区参观时，“创新
成就未来”的标语不时映入眼帘。精
密的焊接、有序运行的输送设备、机
器人模型的操作……让人感觉步入
了科幻的世界。

“从单一产品制造商成长为系
统配套服务提供商，我们推行‘互联
网+重装’。”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
品牌总部副总经理谢扬池说， 公司
通过产业并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最后，通过产融结合，提供项目融通
资金解决方案， 实现为客户提供设
计、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工程运营
项目融资等全方位整体解决方案。
泰富重装在实现跨越的同时， 也在
助力湖南经济向前奔跑。

谢扬池介绍，未来3-5年，泰富重
装集团将重点实施打造四大平台战
略目标，关注和把握“一带一路”的巨
大商机，借助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平
台资源，输出智能制造、工程制造及
技术与投资， 实现海外业务占比达
50%-70%。“成为创千亿企业，成为全
球最具竞争力的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和最具实力的工程项目综合服务提
供商，是我们始终追求的泰富梦！”

湘潭在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推广新能源利用技术方面
亦可圈可点。目前，湘潭拥有
光伏产业较大规模骨干企业2
家、地热能企业1家。2009年成
立了以湘电风能有限公司、湘
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多
家企业和科研院校为成员的
湘潭风电装备制造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2010年， 国内首台5MW
永磁直驱海上风力发电机在
湘潭高新区下线；2011年，全
球首台5MW海上永磁直驱型
风力发电机组在荷兰实现并
网发电……这是湘电集团旗
下专业从事大型风力发电装
备制造企业———湘电风能有
限公司的足迹，它主要从事兆
瓦级风力发电机组整机和部
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和售后
服务，具备年产兆瓦级风力发

电机组1000台套的能力。
“2016年的订单我们基本

接满了，现在还接到了2017年
的部分订单。”虽然大环境并不
景气， 但湘电风能公司技术副
总龙辛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
在去年10月15日至18日公示
的“福建莆田平海湾50兆瓦海
上风电项目风电机组及附属设
备采购项目”中，湘电风能公司
中标， 拿下中国首个真正意义
上的海上风电商业项目。

除了风能， 湘潭还在经开
区、岳塘区、韶山高新区和天易
示范区推广使用太阳能， 在全
省率先建设家庭太阳能光伏发
电站，有近10户实现并网发电。
地热能也成功应用于各党政机
关大楼、部分小区、学校等，实
现应用建筑面积33.42万平方
米。 另外， 全市已建户用沼气
12.6万口，入户率达到21.7%。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
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
流。” 伟人毛泽东多年前的
凌云壮志，在故乡后人身上
得到完美传承。湘江沿岸城
市迅速崛起，成为助推湖南
产业布局和结构优化升级
的战略据点，为融入“长江
经济带”乃至国家“一带一
路”经济发展战略迈出了坚
定的步伐。

湘潭市作为湖南传统
工业重地， 自去年以来，顺
应时代号召， 积极转型升
级， 向可持续性经济发展，
用新兴产业、新能源利用和
循环经济叩响了发展的大
门。近日，记者随湘江北去
采访团深入湘潭，一睹它变
化后的欣荣面貌。

【岳塘区】破旧立新 【产业转型】创新发展

关停污染企业的同时，
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下，湘潭市委、市政府正马
不停蹄地促进岳塘经开区
发展， 建设岳塘国际商贸
城，解决产业转型问题。

“立足长株潭，面向中
西部，辐射全中国，链接海
内外” 是岳塘国际商贸城
的总目标 。 一期规划约
1500亩， 净用地980亩，计
划总投资112亿。 几年后，
在湘潭岳塘区的土地上，
将出现11座大型专业市场
及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公司董事长肖志
军说：“我不是在开发产业
项目， 而是在建设一座
城。”这座城位于长株潭的

中心、 六大高速公路的集
会地， 同时拥有便利的水
运交通； 这座城集商品展
示交易、电子商务、会务会
展、旅游购物、文化创意、
总部基地、现代物流、新兴
工业于一体， 是一座综合
性、标志性、国际性的商贸
新城； 这座城有7万个商
位、30多个专业市场，是中
部区域性商贸流通枢纽、
湖南对外开放一站式综合
服务平台、 长株潭城市群
中心地区融城新地标。届
时， 岳塘国际商贸城不仅
成为湘潭从老工业基地向
服务业、 贸易转变的有力
推手， 更将承接大量转型
过程中的失业人口， 实现
“南有义乌， 北有临沂，中
有岳塘”的新格局。

岳塘国际商贸城力建新格局

竹埠港老工业区环境治理

在今年的湘潭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上， 湘潭市委书记陈三
新指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要咬定目标，聚力创新，重点突
破。

２０１５年， 湘潭将实施新兴
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升级战略、
实施园区“二次创业”战略、科
技创新战略等， 要以新兴产业
的崛起壮大带动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重点在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上着力， 加快发展工业
机器人、３Ｄ打印等智能产业，

构建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加快
现代物流、 服务外包等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 积极培育电子商
务、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推
动三产繁荣。要依托工程机械、
新能源装备、 汽车及零部件等
现有优势产业和大中型骨干企
业，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实现新
兴产业比重、服务业比重、高新
技术产业比重大幅提升， 加快
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以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

新能源应用多向发展

泰富重装：
目标是成为创千亿企业

穷则变，变则通。湘潭神州龙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龙碧玉向记者介
绍， 公司最早只是湘潭一家服装加
工公司， 在1996年还曾因出口配额
问题难以接单， 加上金融风暴的冲
击，企业一度陷入低谷。

“我也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去非洲
考察后，才决定走向国外市场的。”龙
碧玉借助国家优惠政策，大胆走出国
门。2000年1月， 经国家外经贸部批
准，神州龙成为湖南省第一家境外投
资企业，将国内生产的服装和纺织面
料用品带到阿尔及利亚。

2011年底， 国内已经出现钢铁
产能过剩问题， 神州龙公司负责人
针对阿尔及利亚的钢铁行业、 废钢
资源、金属加工进行深入调研，发现
以轧钢、 制管及金属加工为主的钢
铁“走出去”走到阿尔及利亚方向可
行，即确定其为未来的投资方向，成
立阿尔及利亚圣龙钢铁有限公司。

2014年， 神州龙境外企业实现
产值近3000万美元。目前，公司正在
当地规划集纳钢铁、 板材等行业在
内的湖南建材工业园，项目建成后，
将为湖南融入“一带一路”和国际产
能合作产生示范作用。

神州龙：
变则通，大胆走出国门

9月6日，湘潭市湘电集团生产车间内，工人在加工风能发电设备零件。 记者 赵持 摄

■记者张洋银实习生邓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