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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行业大咖共议
轨道交通发展新方向

本报10月18日讯 今日，2019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
博览会·株洲论坛拉开帷幕。该论坛
由湖南省政府、中国贸促会指导，湖
南省贸促会、湖南省工信厅主办，株
洲市政府承办。 本次论坛邀请和吸
引了来自国内外权威院士专家、国
内轨道交通重点城市市长、 轨道交
通重点企业代表200余人参加，为轨
道交通产业的发展搭建了一个集
产、学、研、用于一体的多元化交流
平台， 有力地推进了轨道交通产业
在科技与经贸领域的协同发展。

论坛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隧
道与地下工程专家陈湘生， 中国科
学院院士、 铁路工程动力学专家翟
婉明， 国家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
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主
任倪一清和来自英国、德国、土耳其
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和代表分
别做了专题报告。论题涉及“国际轨
道交通发展现状及思考”“轨道交通
与都市圈的协同发展”“绿色轨道交
通系统———新能源悬挂式空铁”“智
能铁路———传感器技术与人工智能
的融合”“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建
设思路”等重要内容。

论坛活动中， 众多院士专家还
为株洲轨道交通先进制造业集群发
展建言献策。 ■记者 杨洁规

分会场·人才峰会

百余知名企业现场揽才
峰会发布高端人才需求目录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
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
不仅是洽谈合作、交流技术
的盛会，也成为行业人才对
接的平台。10月18日，2019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与装备
制造产业人才峰会上，100
家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
业知名企事业单位现场揽
才。这是我省首次在国际经
贸活动中举办大型人才对
接会，促进“产才融合”。

高端人才需求目录发布

峰 会 现 场 发 布 了
《2019-2020年湖南轨道交
通和装备制造产业高端人
才需求目录》， 此为我省首
次针对优势产业链推出的
高端人才需求汇总和人才
数据分析报告。该目录通过
大数据研判我省轨道交通
和装备制造产业产才融合
前景，引导优秀人才按需流
动并与重点产业项目高效
配置，提升重点产业在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和
支撑作用。

《目录》 共收集发布了
528个高端人才岗位需求信
息，涵盖经营管理、技术研
发、 学术科研三大类别173
个高端岗位。 薪酬方面，企
业向高端人才开出的年薪
平均达到28.57万元， 部分
学科带头人、高级技术和管
理岗位年薪超过百万，还有
单位以提供人才引进补贴、
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优
厚待遇吸纳人才。

百万奖励揽高端人才

即日起至10月20日，中

国铁建重工、 三一集团、山
河智能、 中车株洲电力等
100家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
产业知名企事业单位，也将
在博览会现场揽才，提供近
千个优质岗位，预计超2000
名中高级产业人才及高校
应往届毕业生将参与精准
对接。

记者注意到，在当天的
宣讲推荐会上，有城市和企
业就以百万奖励招揽高端
人才。比如湘潭市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湘潭从去
年开始制定了高层次人才
分类认定办法，对新引进到
企业和市属科研院所的全
职工作的高层次人才，按照
对应等级给予100万-500
万的奖励。中国铁建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对引进人才采
用年薪机制，“高级人才补
贴20万元，最高有100万元，
还有期权薪酬激励机制，只
要做得好，可以按年度循环
获奖励。”

此外，人社部同意建立
中国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并在峰会现场进行授
牌，标志着长沙正式迈入国
家级人力资源产业园之列。
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包括
中智、肯耐珂萨、智联招聘、
湖南人才市场等200家人力
资源服务品牌企业，形成了
良好的产业集聚和人力资
源链式产业生态圈，将为轨
道交通、装备制造等省市42
条新兴优势产业链提供一
站式人力资源服务解决方
案。预计到2022年，该产业
园积聚人力资源企业将达
1000家，年总产值达100亿
元， 服务对象达1000万人。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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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轨道交通专家、经济学家聚焦行业全球产业协作和未来发展趋势

发展轨道交通，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

今年5月23日，600公里高速
磁悬浮列车试验样车在青岛国家
高速创新中心下线， 标志着中国
中车在磁悬浮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取得了重大突破。

近年来， 中国中车坚持以创
新驱动打造智能轨道交通生态
圈， 并基于全球互联网技术的爆
发式发展， 不断将新技术与现有
产品紧密结合， 努力为大家提供

更良好的交通出行体验。
未来， 中国中车将顺应互联

网时代发展潮流，以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为主线，联通轨道交通
装备行业的全产业链数据链条，
用数据增值驱动商业模式创新，
以创新、变革、提质为动力，构建
智能产品体系、智能制造体系、智
能服务体系和智能交通体系，从
而构建起智能轨道交通生态圈。

在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开幕
式后，10月18日上午，来自国内外的轨道交通专家、经济学
家等近十位大咖参与“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人才发展论
坛”。 打造智能轨道交通生态圈， 轨道交通发展需要规划先
行、适度超前……专家学者们围绕轨道交通全球产业协作和
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发言和谈话。

■记者 叶竹

中国轨道行业动力解决方案
需要多元化，也需要提速降耗。高
转速柴油机的优势是低排放、重
量轻和更大马力输出， 可以有效
帮助中国铁路实现低排放、提速。

电气化的新能源解决方案和储能技
术也是铁路的发展方向， 包括混合
动力、燃料电池的应用。康明斯在
储能燃料电池方向做了大量投入，
也在中国设置了武汉技术中心。

数字化革命改变了我们的轨
道交通领域， 改变了世界发展的
格局。同时，我们也需要大量的交
通行业的解决方法和方案， 特别
是在中国， 交通领域需要有更好
的互联互通以及多次联运的模
式。 人们希望交通能够成为一种
服务，从A点到B点能够最经济便
宜和便捷地到达， 所以提供这样
一个行业解决办法， 我们要做出
创新。

同时， 我们必须要做好准
备迎接数字化的进程。 我们发
现， 对于运营商， 对于城市来
讲， 遇到最大的挑战是要承担

日后的运营和维护费用， 所以
必须提供更加有效、 更加高效
的维护模式。 现在有数字孪生
这样一个概念， 在设计阶段就
可以将日后的维修和营运考虑
得更清楚，有利于日后的运维。

我们有35条信号通信系统
产品线，同时进行大量的本地化
的运作， 在中国将会迈出下一
步。我们在中国福州设有信号研
发中心，同时还有北京的交通研
究院，始终关注数字分析和数字
发展的解决办法。预计在2020年
中旬，我们将会在株洲建立一个
研发中心。

轨道交通发展在中国还有很
大的空间， 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不
要一哄而上， 而是要根据人口密
度、GDP的发展和规划要求，做好
规划先行、适度超前。

要继续推进轨道交通的智能
化发展， 特别是解决卡脖子工程
的建设。 比如开发银行投资并管
理了中国目前最大的集成电路基
金。

要依托智慧城市、 智能交通，
建造智能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还要
充分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加快城

市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的同时，提高
效益控制风险。 目前长沙建地铁，
平均每公里的造价是6.8亿元，而上
海、北京每公里地铁的造价已超过
10亿元。成本高企的现实，促使我
们要想办法加强项目综合收益的
平衡， 让轨道交通既能服务于民
生，又能通过一定的运营模式提高
自身收益，从而实现行业长期可持
续的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 国家开发银
行将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轨道交
通和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助力。

打造智能轨道交通生态圈，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执行董事 徐宗祥

轨道交通发展要做好规划先行、适度超前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刘勇

将在株洲建信号研发中心

西门子交通大中华区总裁 莫德

轨道行业动力需要提速降耗

康明斯集团副总裁 曹思德

2025年，株洲将建成
现代轨道交通科技城

株洲是“动力之都”，素有“中国
电力机车的摇篮”的美誉。根据株洲
市政府出台的《株洲市轨道交通产
业发展规划（2019－2025年）》，到
2025年， 株洲将建成现代轨道交通
科技城， 打造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
装备研发中心、 国际领先的轨道交
通装备智造中心， 建设全国最大的
轨道交通产业服务中心。

分会场·株洲论坛

10月18日上午，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轨道交通发展论坛，与会嘉宾就“轨道
交通全球产业协作和未来发展趋势”主题进行行业对话。 记者 田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