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

特刊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
2020年
2020
年 9 月 16
16日
日（星期三）
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

去年，
去年
， 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期間
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期間，
， 主持召開推動中部 建設
建設，
，補鏈
補鏈、
、建鏈
建鏈、
、延鏈
延鏈、
、強鏈
強鏈，
，鏈鏈講求實效
鏈鏈講求實效。
。同時
同時，
，長
地區崛起工作座談會時，
地區崛起工作座談會時
，提出了
提出了「
「中部發展之問
中部發展之問」：「
」：「中部
中部 沙還部署
沙還部署「
「軟件業再出發
軟件業再出發」，「
」，「三智一芯
三智一芯」（
」（智能裝備
智能裝備、
、智
地區發展勢頭能不能持續下去？
地區發展勢頭能不能持續下去
？能不能在先進技術
能不能在先進技術、
、重點領 能網聯汽車
能網聯汽車、
、智能終端以及功率芯片
智能終端以及功率芯片）
）產業鏈破浪前行
產業鏈破浪前行，
，實
域、關鍵環節有更大突破
關鍵環節有更大突破？」
？」

現產業基礎高級化、
現產業基礎高級化
、 產業鏈現代化
產業鏈現代化，
， 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

回應總書記的提問，
回應總書記的提問
， 作為中部重鎮的長沙大力推動產業鏈 展，力求為總書記之問寫上完美的答卷
力求為總書記之問寫上完美的答卷。（
。（文
文/傅春桂
傅春桂）
）

回答總書記「中部發展之問」

■朝氣蓬勃、日新月異的長沙城市新貌。

長沙產業鏈 風雲激盪
作為湖南省會，長沙既不是副省級城市，也未被列
入國家中心城市，在享受國家政策扶持的力度

上，並不佔優勢。
即便在中部的範圍來看，中部六省省會城市發展也各
具特色、各有千秋。
作為中部唯一的副省級城市，武漢是中國第一家國家
級光電子產業基地的所在地，被人們形象地稱為「中國
光谷」，擁有國內最大的光纖光纜、光電器件生產基
地；依靠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以及米字形高鐵網絡，鄭
州已成為輻射東西南北的重要樞紐，近年倡導打造智慧
城市、工業物聯網、大數據等產業；即便是基礎相對較
弱的合肥市，近年來也依靠平板產業、量子產業異軍突
起……
要實現中部突圍，擔起中部崛起重任，完美回答總書
記之問，長沙底氣何在？

強鏈：產業發展行穩致遠
時間回溯到 2017 年，長沙市積極響應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用新興優勢產業鏈推動製造業大力發展的要求，
率先而動，在長沙原有 16 條產業鏈基礎上，新增汽
車、生物醫藥、食品及農產品加工、移動互聯網及應
用軟件、檢驗檢測、大數據共 6 條產業鏈，明確發展
22 條新興及優勢產業鏈，長沙市的產業鏈建設工作由
此大幕開啟。
為此，長沙創新性地設立市領導聯點制度，即「鏈長
制」。市委書記、市長「掛帥」，擔任「總鏈長」，其
他市領導擔任「鏈長」，每人各自聯繫一條產業鏈。
22 條產業鏈，像是 22 條龍骨，支撐起長沙高質量發
展的鋼筋鐵骨。
2019年，長沙的 GDP 接近 1.2 萬億，其中工業產值佔
GDP的比重達66%。
2020年，長沙產業鏈發展依舊風雲激盪，驚喜不斷。
數據顯示，今年 1-6 月，長沙產業鏈共引進 2 億元級或
以上重大項目 63 個，其中 100 億元以上項目 2 個，
50-100億元項目4個，總投資1032億元。
7 月 23 日，長沙公布了上半年發展的成績單。上半
年，長沙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5621.21 億元，同比增長
2.2%，經濟增速實現由負轉正，增速位居已經公布上半
年成績單的萬億 GDP 城市增速排行榜第一名，整體數
據已超過了去年排位長沙之前的鄭州、寧波等城市，實
現了逆轉。
疾風識勁草，在特殊年份長沙彰顯的責任與擔當，就
是長沙領先中部發展的底氣所在。

升級：裝備製造智慧加持
長沙靠什麼實現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
「靠的就是『三智一芯』。」在 7 月初的一次會議
上，湖南省委常委、市委書記胡衡華一語道破。
「智能裝備、智能網聯汽車、智能終端、功率芯片」
已經成為時下長沙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
圍繞「三智」，長沙提前多年開始布局，依靠「實
效、搶先、應用」的辦法，短短幾年就形成了一批戰略
性項目，「智造」之城呼之而出。
裝備製造產業是長沙產業的「排頭兵」，2019年產業
規模早已突破二千億元大關，讓長沙成為全球知名的
「工程機械之都」。
得天獨厚的歷史條件和行業精英聚集優勢，讓長沙的
工程機械人氣爆棚，不同的思維想法在長沙碰撞，行業
精英和相關專家集聚長沙，更多工程機械企業落地長
沙，又反作用吸引更多的工程機械行業的英才扎根長 ■長沙大力發展互聯網產業，已崛起為中國移動互聯網「第五城」。圖為2020互聯網岳麓峰會隆重舉行。
有人如此評價，智能駕駛產業集群發展格局已定： 材料，在新能源汽車、5G、智能電網、高速軌道交
沙。
通、半導體照明等領域都有應用。該項目建成達產後將
據了解，長沙目前擁有工程機械製造規模企業 30 多 「起步北上廣，落地看長沙」。
7
月
14
日，長沙市「頭羊計劃」數字交通車載智能終
形成超百億元的產業規模，並帶動上下游配套產業產值
家，其中 4 家上榜全球工程機械製造商 50 強，主要生產
端技術改造項目開工，2000餘台公交投入改造。該項目 逾千億元。
12大類、100多個小類、400多個型號規格的產品。
毫無疑問，新一代半導體材料及器件已經成為全球半
依托雄厚的產業基礎，長沙在智能裝備領域動作頻 計劃改造約 3000 輛各類重點車輛，打造全國首款與交
管系統直連的智能車載輔助駕駛系統設備。項目落成 導體材料產業的前沿和制高點之一，也是中國產業發展
頻。
的短板與瓶頸。
位於長沙經開區的三一重工 18 號廠房，是國家級智 後，將成為全國最大規模的主動式公交優先系統。
當前，長沙在全城範圍內擁有
347
家從事智能駕駛
今年 4 月 28 日，長沙比亞迪 IGBT 項目正式開工，計
能製造示範車間，被稱作「聰明的工廠」。在這個廠房
汽車相關業務的重點企業，預計今年智能網聯汽車及
劃建設集成電路製造生產線。
裡，「巨無霸」形態的機器人不停運作，從取貨、搬
新能源汽車的成本構成中，動力電池是關鍵，其次是
運、裝配零部件，再到噴塗、烘乾、檢測、入庫，諸多 其主要關聯產業產值將突破 1000 億元。未來三年，長
環節幾乎全部由機器人完成，而工人的身影卻很少看 沙還將為 7000 多輛公交車裝上「智慧大腦」。智能網 IGBT（絕緣柵雙極型晶體管）。長期以來，IGBT 技術
聯汽車「生態聚合」的這面大旗在長沙土壤之上落地 被壟斷在外資企業手中。
到，因為「5G+智能製造」在這裡幾乎實現全覆蓋。
總投資10億元的長沙比亞迪IGBT項目，設計年產25
當前，中聯重科、三一集團、山河智能等製造業龍頭 生根。
在智能終端領域，比亞迪電子、TDK 新視電子等項 萬片 8 英吋晶圓的生產線，可以滿足年裝 50 萬輛新能源
企業，正加速推廣垂直領域的 5G 示範應用，成為湖南
目在長沙發展已相當成熟，而長沙智能終端產業雙創 汽車的產能需求。中國新能源汽車領域備受困擾的電子
省「5G+工業互聯網」應用的領頭羊。
孵化基地投入使用一年了，作為湖南省「五個 100」 核心功率器件「卡脖子」問題將得到解決。
智能網聯搶佔風口
重大招商項目、已經成為千億智能終端產業集群的龍
在湖南長沙，近年來芯片產業的發展進入快車道。國
頭項目。
科微、景嘉微、進芯電子、融創電子等一批代表性企
今年 4 月，長沙向市民全面開放試乘阿波羅自動駕駛
業，通過自主研發，推出了許多填補國內空白的「長沙
出租車，這是中國第一個向公眾開放的自動駕駛出租車
「長沙芯」補短破壟斷
芯」。
服務。
走進國科微長沙的總部內，「中國夢，中國芯」6 個
啃硬「骨頭」，是長沙一貫的精神。在尖端技術的創
全球已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智能網聯汽車成為
大字赫然醒目：國內首款通過國測、國密雙重認證的高
新方面，長沙也不甘落後。
未來發展的「風口」。
7 月 20 日，投資 160 億元的長沙三安第三代半導體項 端固態硬盤控制器芯片，國內首款全自主固態硬盤控制
圍繞智能駕駛產業，國內多座城市發力搶灘，但下手
准、穩、快的長沙，先人一步，應用成熟，銜枚疾進， 目在長沙高新區開工，由此，「長沙芯」製造步入全新 芯片，國內首款集成高清解碼、直播星解調和北斗接收
的全自主標準高清芯片，在這家高新技術企業成為金字
正在全力打造「智能駕駛第一城」，在全球範圍內是 發展階段。
招牌。
長沙三安第三代半導體項目以碳化硅、氮化鎵為商用
「獨一檔」。

先手：

■長沙推動製造業智能化升級，打造智能製造中心城市。圖為鐵建重工
生產的盾構機銷往全球。
■今年 4 月，長沙全國率先面向市民全
面開放試乘阿波羅自動駕駛出租車。

攻堅：

■湘江鯤鵬生產線。

■長沙景嘉微芯片生產車間。

優化營商環境 培育強鏈沃土
過去的 5 年，是長沙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黃金五
年」。一批又一批億萬級重大項目在長沙 5 個國家級園
區、8個省級園區安家落戶。
「平均每天引進一個近 5 億元的項目落地，產業鏈平
均每天實現產值 17.2 億元。」這是去年上半年長沙市加
快推進產業鏈建設的「成績
單」。
你若盛開，蝴蝶自來。在
它背後，反映了長沙過硬的
營商環境。
圍繞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近年來長沙市先後出台了
「國家智能製造中心三年行
動計劃」，「工業新興

及優勢產業鏈發展意見」，「科技創新 14 條」，「長沙
製造業高質量發展20 條」，「開放型經濟24 條」，「人
才新政22條」，「長沙工業30條」，「知識產權保護12
條」等一系列支持產業發展的政策大禮包。
近年，長沙緊盯「世界500強和中國500強」、產業領
軍企業、行業「隱形冠軍」以及 22 條產業鏈上下游配套
企業，全市 110 名幹部全脫產負責產業鏈精準招商和服
務，22 個產業鏈把辦公室分設在園區。一個項目、一名
領導、一個方案、一抓到底。
長沙全市政務服務「一張網」基本建成，「網上辦」
比例達 95%以上;「一件事一次辦」清單上線運行，「一
次辦」比例達95%以上;「一張表」梳理
全 面 鋪 開 ，

30828 項政務服務事項簡化為 6065 項。「零跑腿」定制
服務方便企業辦事不出園區，下放 543 項審批權限，取
消 10 項行政權力事項，工業建設項目審批權限全鏈條下
放到位，「權力清單」全面「瘦身」。市區兩級實現創
業「零門檻」和企業註冊「零成本」。
人才支撐方面，長沙推廣「高校+平台」「一校一
園」合作模式，建立政府引導、區校共建、市場運作、
專業運營的合作機制。長沙大學城、馬欄山視頻文創產
業園等聚集了29 所高等院校，32 位「兩院」院士，57個
國家、省部級重點實驗室，10 萬科技人才，30 多萬青年
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