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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俞慧友

“十三五”以来，湖南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5年间，科技创新工作5次获国务院真抓实干

表彰激励，科技创新成果及产业化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显著进步。

童旭东
湖南省科技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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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尚未消退，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逆势售出自主研发

挖掘机 98705 台，占到全球挖掘机市场 15%

的份额。第一次，中国造挖掘机夺下挖掘机

装备世界销冠。

2020 年，中联智慧产业城挖掘机械园

区首台中大型挖掘机下线，世界级“黑灯产

线”工厂拉开生产序幕：平均每 6 分钟下线

一台挖掘机，预计全面达产后，年产能达到

各类挖掘机 5万台，年产值 300亿元。

依旧是 2020 年，3 万台塔机、升降机从

中联重科塔机智能工厂发往全球。在全球

塔式起重机制造排行榜上，中联重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再度蝉联第一。

“‘十三五’以来，湖南加快推进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5 年间，科技创新

工作 5次获国务院真抓实干表彰激励，科技

创新成果及产业化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显

著进步。去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

时，勉励我们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今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带团来

湖南调研，也高度点赞了湖南‘自主创新长

株潭新现象’。”6月 4日，湖南省科技厅厅长

童旭东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先行先试，科研院所
“转”出世界级大企

科研院所转制，一个全国都在探索的难

题。敢为人先的湖南人，率先试水探索科研

院所转制，成功“转”出了世界级大企。

就在不久前，我国首列出口欧洲的双层

动车组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株洲中车株机）下线，即将跑上奥地利、

德国、匈牙利等 5个国家的铁路。

株洲，“中国电力机车摇篮”。这里孕育

了株洲中车株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等轨道交

通大企。全球首列超级电容低地板有轨电

车、全球首款智轨电车、我国首台中低速商

用磁悬浮列车等都诞生自这里。

傲人的成果，与若干年前一场重大变革

有着密切关联。

若干年前，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以下

简称株洲所）曾遭遇百般“尴尬”：科研靠“大

锅饭”，经费靠“皇粮”，待遇不如“卖盐蛋”，

人才“孔雀东南飞”……

1984 年 ，株 洲 所 下 定 决 心 ，“ 自 断 皇

粮”，开启轨道交通系统科研院所改制先河。

体制上“松绑”的株洲所，瞄准市场前

沿，精准科研立项，加速推进科研成果在市

场上的转化。转制仅 8年，株洲所科研成果

95%以上应用于生产，销售总额增长超 11

倍，利润连翻了 6番。

尝到甜头的株洲所，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全面推进市场化运营发展——时代集团和

一系列实体子企业诞生，科工贸一体化科技

先导型企业集团雏形渐成。2000 年后，株

洲所正式从事业型科研院所转型为科技先

导型企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株洲所每年投入不低

于销售收入 8%的金额作为科研经费。截至

去年，其已拥有 11个国家级创新中心，发明

专利超 5500 项，成果转化比例超 85%，专利

技术实施率达 95%以上。

在长沙，全球领先的装备制造企业中联

重科，今年也迎来了它的“母体”——长沙建

设机械研究院（以下简称建机院）65周年庆。

建机院是我国创立最早的，集建设机械

研发和行业技术于一体的应用型研究院，也

是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技术“发源地”和我国

科研院所改制的典型。

1992 年，建机院组建中联建设机械产

业公司，探索科研院所市场化之路。在完成

了从传统科研院所到装备制造企业的转变

后“变身”出的中联重科，将“科技产业化，产

业科技化”演绎到了极致。

一边，它们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和装备制

造，驱动成果转化；另一边，它们不忘国有科

研院所使命，聚焦攻关行业前瞻性、基础性

技术难题。如今，嬗变的中联重科，已代表

中国企业制修订国际标准，助推全球工程机

械行业发展。同时，依托建机院优良科研基

因，中联重科逐步走向全球，打造了海外本

地化制造集群，自主研发装备覆盖七大洲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真抓实干，打好关键
技术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在各大领域攻关

了诸多技术及其应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以“良种、

良法、良田、良态”，持续刷新超级杂交水稻

的粮食产量；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战略性新型钛

材，已在中国核电 CAP1400、华龙一号核心

设备等批量应用。深海、深地乃至深空，都

有它们的身影；

湖南科技大学自主研发“海牛Ⅱ号”海

底 大 孔 深 保 压 取 芯 钻 机 系 统 ，在 南 海 超

2000 米水深，成功下钻 231 米，刷新世界深

海海底钻机的钻深纪录；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宏灏团队开拓的个

体化药物治疗研究有了“基因脸谱”，将加速

临床转化和推广应用，服务民生健康；

特变电工衡变公司 17 项世界先进、领

先，及国内先进的自主研发变压器装备成果，

在我国多地、多个重大国家级工程中应用；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制

的我国最大直径盾构机，在北京东六环改造

工程隧道驰骋……

如此耀眼的成绩，让 5年前来湖南调研

时就感慨“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的万钢，在

今年的湖南调研中再次惊叹“自主创新长株

潭新现象”。

重大成果井喷现象的背后是什么？是

湖南真抓实干，打好关键技术攻坚战的决心

和干劲。

为促进科技创新，湖南大力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探索出了诸多在全国推广的“湖南

经验”。

如在制度和政策上，湖南3年间制定和修

订了4部科技创新法规、规章，为科技创新从

法治层面强力护航；出台科研经费管理“二十

条”等政策措施，开展科研人员减负、破除“四

唯”、“三评”改革等行动，赋予高校院所和科技

领军人才更大科研探索自主权；率先启动“三

分离”“五统一”科技管理改革，被科技部作为

典型向全国科技系统推介；出台“芙蓉人才行

动计划”，全链条、全谱系做好科技人才计划布

局，构建了从大学生、博士后、青年英才，到领

军人才、院士的梯次成长体系。

而为了加快当地科研院所改制，释放科

技成果转化的内力，湖南在全国率先实施了

“两个70%”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率先创新推

出专利权出资注册公司、省校共建产业技术协

同创新研究院等一系列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

“科技+”“+科技”，全
面建设创新型省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着力健全‘科

技+’‘+科技’机制，重点推进创新型省份建

设和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截

至目前，我们启动实施了重大标志性项目 45

个，助力自创区技工贸收入突破2万亿元，主

要经济指标保持10%以上增速。”童旭东说。

科技日报记者获悉，为了助力这两大建

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科技工作着力加

强了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顶层设计和体系

化布局，扎实推进了 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

目。截至目前，全省共实施省科技重大专项

和科技创新重点工程 32 个、战略新兴产业

技术攻关项目 340个、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

新引领计划项目 272 个。这些项目有力推

动了以“三超”“三深”为代表的创新成果领

跑世界，支持在装备制造、自主可控计算机、

新材料等领域突破了一批技术难题。

攻关技术难题，也要着眼以科技普惠民

生。重金属废水生物处理等关键技术攻关，

助推了湘江母亲河治理“一号工程”的顺利开

展，如今的湖南，湘江已再现一江碧水。近年

来，道路交通、自然灾害防范、应急救援、出生

缺陷防治等领域的技术集中攻关和成果示范

引导，有力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

感。全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湖南在全国率

先启动实施了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家服务团

对贫困村实现“两个全覆盖”的行动……

“‘十四五’时期，我们会以打造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为目标，着力推进关键

技术攻关、基础研究发展、创新主体增量提质、

芙蓉人才行动、创新平台建设、创新生态优化、

科技成果转化等‘七大计划’，加快构建科技创

新体系，助力创新型省份建设。”童旭东说。

湖南：自主创新成就屡获点赞

数说成果

▶“十三五”期间，湖南全省科技进

步贡献率提升 6.4 个百分点，研发

投入总量突破 850亿元，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提升 0.65 个百分点。科

技创新工作 5年 5次获得国务院真

抓实干表彰激励。

▶推动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加快建设，截至目前，实施重大标志性

项目 45 个，自创区技工贸收入突破

2万亿，增长2倍多，主要经济指标保

持10%以上增速。

数据来源：湖南省科技厅

▶“十三五”期间获国家科技奖励99
项 ，居 全 国 前 列 。 高 企 数 量 增 长

3.74倍，居全国第 9，近 3年每年前

进1个位次。

▶截至目前，实施省科技重大专项和

科技创新重点工程项目 32 项、战略

新兴产业技术攻关项目340个、高新

技术产业科技创新引领计划攻关项目

272个。

在长沙经开区的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挖掘机生产车间在长沙经开区的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挖掘机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操作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操作。。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陈泽国摄摄

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拥有主机和零部件企业 442家，包含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一集团）、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铁建重工）、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智能）等 43家大中型主

机企业。围绕主机企业聚集了一大批设计、研发、制造、检测及后市场服务等中小型配套与

服务企业，本地配套和协作水平高。

2020年，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约2500亿元，同比增长17.4%，规模全国第一。

三一集团、中联重科、铁建重工和山河智能 4家企业，入围 2020“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集群领头企业在国内工程机械前五强中占据 3个席位。

截至目前，产业集群拥有 12个大类、100多个小类、近 500个型号规格产品，涵盖全国工

程机械品种的 70%。其中，三一集团混凝土机械、中联重科建筑起重机械、铁建重工大直径

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山河智能静力压桩机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集群中混凝土泵车、起

重机、挖掘机产销全国第一。

先进制造模式应用水平居全国前列。拥有“国字号”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和专项项目 5

个，打造了世界一流装备制造产业新高地的标志性工程“中联智慧产业城”，积极深化“5G+

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等。在绿色制造上，拥有国家级绿色园区 5个、绿色工厂 3个。在服务

型制造上，打造了三一根云、中科云谷等知名服务平台，远程在线工况检测、运行信息自动采

集与存储、故障预警、作业状况分析等应用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长沙工程机械产业

关键词

株洲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起源于上世纪 30年代，已有 80多年发展历程，创造了中国

历史上第一台电力机车“韶山 1 型”和第一台高速动车组“中华之星”。集聚了中车株机、中

车株洲所、中车电机等主机和零部件企业 334家，主机产品本地配套率达 80%以上。

2015 年，湖南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规模达 1003.7 亿元，成为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千亿

产业集群。2019年，产业规模达 1510亿元，同比增长 17%，产值整体行业占比超 30%，形成了

国内最大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生产基地。

产业集群产品谱系全，形成了以电力机车、铁路货车、城轨车辆、动车组、中低速磁浮车

辆等整机制造为主体，以核心部件、关键系统、铁路工程机械、运营维保系统等为重点的集约

型产业体系。国产高铁“大脑”网络控制系统、高铁“心脏”牵引传动系统等核心系统均出自

这里。

截至目前，产业集群拥有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 2名，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的科技专家 47名，万余名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工程技术人才；拥有各类创新平台 126家，

其中国家级创新平台 28家。

目前，产业集群中的电力机车、城轨客车、铁路货车以及城轨产品，已出口北美、南美、东

欧、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等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力机车占全球市场份额 27%，市场份额全

球第一，是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亮丽名片。

株洲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近年来，长沙将种业产业列入了全市 22 条重要产业链，并致力于打造中国“种业硅

谷”，加强种业产业培育，以产业链思维推进种业产业发展，推动湖南种业科技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

为加强种业科技创新，长沙出台《“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发展规划（2019—2025

年）》，创建国家级种业产业园，成立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建成隆平高科“水稻国家工程实验

室”“国家级技术中心”和华智生物“国家水稻分子育种平台”等国字号创新平台，形成以园区

为平台、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为支撑的种业创新体系。

2019 年以来，长沙市财政设立每年 5000 万元的种业创新专项资金，研发主要农作物新

品种占全省 80%以上。特别是在杂交水稻、油菜、辣椒等品种的育种方面，取得了一批国内

领先的标志性成果。

长沙着力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将地方特色种质资源作为重要战略资源，市级财政每年投

入资金 300 万元，大力开展特色品种的保种继代、提纯复壮、优良基因选育和产业化开发等

工作，截至目前，共收集 374份珍稀农作物种子和一大批地方特色畜禽水产种质资源。

长沙“种业硅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