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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株洲，这个曾经以
冶炼、重化工为主的老工业
基地，正在新发展理念指引
下“脱胎换骨”：当清水塘的
污染之重无法承受，纵使每
年产值 200 多亿元，也一口
气全部退出。当老旧产业乏
力，“中国动力谷”因势而进，
新动能澎湃而至……

“退”不犹豫，一

塘清水“绿”株洲

2018 年倒数第二天，株
冶集团工段长肖永强看着冶
炼炉缓缓熄灭，泪水噙满双
眼。“清水塘曾对中国工业贡
献巨大。”

冶炼炉熄灭标志着清水
塘老工业区的历史使命彻底
终结。新中国成立，株洲清
水塘地区即被赋予振兴国家
工业的重任，陆续布局了数
百家冶炼、化工厂。

烟囱高耸，机器轰鸣，彼
时清水塘代表了一个时代的
使命与荣光，却也沉积了数
十年污染与落后产能。

“坚决打破思维定式、路
径依赖、行为习惯。”2013
年，株洲市决策层“壮士断
腕”，誓言“还绿”株洲。

冶炼厂，关！化工厂，
停！小煤窑，封！……株洲
市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对
“三高”行业、过剩产能“下狠
手”。过去六年来累计关停
企业近 2000 家，直接削减产
值 700 亿元。

“退产能很痛苦，对工业之城株洲而言尤甚。但我
们没有丝毫犹豫，对标高质量发展不能打折扣。”株洲
市委书记毛腾飞说。

面对数百亿产值清零、数万工人下岗……株洲市
毅然决定对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当眼前利
益与长远利益碰撞，有群众伤心，有干部落泪，但企业
最终一家家搬走了。

眼泪，是转型阵痛的印记；眼泪，不会也不能白流。
在关停企业的同时，株洲市将资产收储、转移转

型、环境治理、新城建设、产业导入同步推进。数百根
烟囱倒下，沉积的废渣得到处理，过去因污染变得“五
颜六色”的霞湾港开始重现清水悠悠。

株洲，真的绿了！2018 年，市区空气优良天数达
288 天，优良率 80 . 2%。同时，一座涵盖科技创新、工
业文化、口岸经济、数字智造等板块的产业新城，正在
清水塘崛起。

“进”得及时，澎湃动力“活”株洲

见到装配工张杰时，他正在北汽株洲基地装配工
序上忙碌。上半年，这里生产的 EU5 新能源车，带动
株洲汽车制造工业增加值大增 70 . 8%。“生产线现在
是 24 小时运转。”

“忙起来是好事，说明厂里的新能源车卖得好。”张
杰面露喜色。

今年上半年，北汽株洲分公司完成整车生产 7 . 54
万台，同比增长 125%。

这一“收获”，离不开株洲市的“进新”。
2013 年，株洲市基于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

汽车三大产业比较优势，审时度势打造“中国动力谷”。
受益于要素与资源整合，三大动力产业迸发出澎湃的
新动能。

目前，株洲已是全球首个产值突破 1000 亿元的轨
道交通产业基地，中小航空发动机制造业保持了 30%
的增速，起步晚的汽车产业也形成了从设计研发到零
部件生产、整车制造再到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链，产
值规模 300 多亿元。

株洲市还“多点开花”培育动力产业的衍生产业，
推动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实现了从零起步
的跨越式发展，激活了株洲整个产业生态。

长城自主可控计算机项目落户株洲仅一年就顺利
投产。2018 年，株洲市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 256 亿
元，增长 13 . 2%，规模以上企业 70 家。

在芦淞区白关服饰产业园，传统的服饰产业引入
了智能化生产线。客户在门店用几秒时间 3D 量体，
厂房随即自动生产，40 分钟就可以穿上私人订制的新
裤子。

“新动能补位越及时，经济波动幅度就越小，增长
基础就更牢。”毛腾飞说。

随着新旧动能有效接续，株洲的增长质量稳步提
升。2018 年，株洲市新兴产业和高新产业占比达
44% 和 25% ，较 2012 年分别上升 13 个和 9 个百
分点。

“创”字当头，五大理念“兴”株洲

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磁浮厂房，汗水打
湿了佟来生的眼镜。扯衣角擦了擦镜片，他又忙碌
起来。

身为中车株机公司磁浮研究所所长，佟来生正在
忙碌的大事是研制我国首列商用磁浮 3 . 0 版列车。
“这款时速 200 公里的磁浮列车，将填补全球该速度等
级磁浮交通系统空白，下线后有望推动磁浮产业走向
市场蓝海。”

转型升级凭什么？新动能培育靠什么？“创新为
要，抓科技创新，抓制度创新。”

加大研发投入、汇聚高端人才、攻关一批关键
技术、完善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体系……株洲市不
断强化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18 年高
新技术企业较上年增加 1 1 8 家，今年有望突破
500 家。

制度创新是振兴株洲的“软实力”。“拿地即开工”
“交房即交证”“三测合一”等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株洲
赢在营商环境起跑线上。

“新发展理念已在株洲生根发芽，创新始终是振兴
株洲的不竭动力。”株洲市市长阳卫国说。

从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批电力机车，到商用磁
浮 3 . 0 版列车…… 70 年来，株洲凭借持续打破国际
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的创新成就，跻身世界产业创新
舞台。

(记者阳建)新华社长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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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下午，长
春国际陆港的拼装箱区
一片繁忙。在安全员的
指挥下，两辆集装箱起
重机将场地内的集装箱
搬运到火车车板上，等
待第二日发运。一箱箱
地板、玻璃、显示器、洗
衣机，将通过中欧班列
运往俄罗斯、德国等地。

负责运送这些货物
的中欧班列“长满欧”
（长春-满洲里-欧洲）
自 2015 年开始运行，是
吉林省深度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

班列由吉林省长春
市始发，经满洲里铁路
口岸出境，途经俄罗斯
西伯利亚、白俄罗斯布
列斯特、波兰华沙，终点
到达德国纽伦堡。运营
这一线路的长春国际陆
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玥介绍，线路全程约
9800 公里，单程运行时
间为 14 天，比海运节省
20 多天。

围绕“长满欧”，长
春国际陆港发展有限公
司规划并运营海铁联
运、卡车航班等多物流
通道，形成“公空铁海”

四位一体的多式联运国际通道体系。2018 年 6
月，中欧班列“长满欧”德国纽伦堡枢纽正式启
用，中国吉林公共海外仓也同时投入使用，可为
全国中欧班列提供调配、仓储等服务，打造多式
联运中枢和中欧进出口商品双向流通集散
中心。

如今，纽伦堡吉林公共海外仓每天都十分
繁忙。来自纽伦堡火车站的集装箱货车鱼贯而
入，卸车、入库一气呵成。从中国东北运来的挡
风玻璃、轴承等汽车零配件产品，在纽伦堡海外
仓进行短时仓储后，通过“门到门”服务送到企
业客户要求的地点。

经由“长满欧”线路，福耀集团长春有限公司
生产的前挡玻璃运往德国的奥迪装配厂，从德国
运来的汽车零部件发往沃尔沃大庆工厂，中国内
陆老工业基地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不断提高。发
动机、变速箱、转向轴这三大汽车零部件是“长满
欧”进口班列上的“主力军”，而车用挡风玻璃、刹
车片、轴承等则是出口班列运载的基本款。

长春国际陆港德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德米·
本（Demi Ben）说：“长春等中国东北城市聚集
了多家顶级汽车生产商及为其配套的零配件企
业，而纽伦堡所在的巴伐利亚州是德国汽车制
造业重镇，这样结构相仿的产业集群能产生很
大的联动效应。”

自 2015 年 8 月运行至今，“长满欧”承运进
出口货物逾 43000 标箱，货值超 138 亿元人民
币。目前“长满欧”已形成联通俄罗斯境内近百
个站点、欧洲境内 10个国家 30个站点的干线
物流网络，欧洲段集货覆盖波兰、意大利、捷克、
法国、西班牙、德国，累计为全球近 3000 家企业
提供了中欧班列及多式联运服务，对于日韩货
物的国际转运能力也领跑全国中欧班列。

自 2016 年起，“长满欧”采用多式联运的方
式，承运三星、LG、现代、日通等企业的国际中
转业务，借助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的便利一体
化通关模式，把来自日本、韩国的货物运至
欧洲。

今年 3 月 5 日，吉林省第二条国际联运通
道“长珲欧”（长春-珲春-欧洲）的首批进境测
试货物抵达长春兴隆铁路口岸，进口的 62 标箱
板材接受长春海关工作人员现场开箱查验。

这一班列从吉林省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境，
穿越俄罗斯与欧洲直通。王玥介绍，稳定运行
后，“长珲欧”班列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抵达我
国东北预计 10 天左右，运行里程约 7100 公里，
将对中欧班列东线形成有力补充。

随着通道建设不断完善，内陆省会长春获
批整车进口口岸、进口肉类口岸、进口冰鲜水产
品口岸。通过中欧班列联通日韩和欧洲，吉林省
内陆“口岸经济”越做越大。

（记者姚湜）新华社长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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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如今，华容已培育发展芥菜加
工生产企业 39 家，年产值达 45 亿元，产品销售
覆盖全国各地，部分加工品还远销日本、韩国、
新加坡、新西兰、加拿大等。傅前洲自豪地说，以
华容芥菜为原料的方便面酸菜风味包每年销售
30 亿包，“统一”“康师傅”两家方便面企业大约
有 60% 方便面风味酸菜包来自华容。

通过深加工和产业链的拓展延伸，除了华
容芥菜，还有石门柑橘、湘西猕猴桃、沅江芦笋、
雪峰蜜橘等一批农产品得到转化，“大路货”成
了“抢手货”。

保鲜，摆脱“娇滴滴”

“娇滴滴”的杨梅大量卖到北京、上海，是怀
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2019 年的大新闻。

靖州杨梅的种植史超过 2000 年，所产杨梅

果实大而多汁，酸甜适度，风味浓郁，享有“江
南第一梅”的美誉。过去，这种水果没给梅农们
带来与之匹配的实惠。由于果肉直接暴露于空
气中、落地即腐、保存期短，千里之外品尝新鲜
杨梅的难度甚至超过了荔枝，“娇滴滴”的杨梅
鲜果，销售半径长期局限于百里之内。

“过去只能在树下卖、家门口卖、马路边
卖。”种植杨梅 10 多年的孙昌安介绍说，“一
年能卖出四分之一就不错了，剩下的都只能
沤在地里。”

为了让“娇滴滴”的杨梅卖到外地，近年
来当地建设大量水果冷库，全县上规模的冷
库已达 150 栋，县里组织研发新型保鲜包装
盒，引进电商企业全冷链运输销售。在靖州遍
地开花的快递站点，担负起了为梅农们解决
“一下树就上市”的重任。

顺丰速运靖州杨梅项目指挥部负责人栗蛟

说，由于全程冷链运输，可以保证早上采摘的靖
州杨梅，晚饭前就可送达长沙市民的餐桌，48小
时内送达北京、成都、上海等千里之外的 100多
个大中城市。

杨梅如今成了靖州的富民产业，全县杨
梅基地已发展到 9 万亩，年产鲜果 6 . 5 万
吨，年产值过 10 亿元。返乡创业卖杨梅的李
巧华，这几年固定了 400 多户梅农为自己的
电商店铺供货，其中有不少贫困户。她说：“过
去，我们杨梅走不出‘大湘西’，如今能卖到北
京上海，贫困户实现了丰收又增收。”

通过加快冷链物流和仓储建设，湖南帮
助大量“娇滴滴”的农产品打通了销售“最初
一公里”“最后一公里”，以“当日达”“次日达”
等方式，帮助靖州杨梅、炎陵黄桃、黔阳冰糖
橙、洞庭湖大闸蟹、宁乡花猪肉等农产品走向
全国，也帮助更多农民实现了真正的丰收。

提起甘肃，人们过去想到的多是贫穷和荒
凉，甚至有人戏言甘肃就像一根没肉的“瘦骨
头”。而今，一批新兴绿色产业显露勃勃生机，绿
色化改造让传统产业重新焕发青春，绿色发展
的理念正深植于这片土地，甘肃正通过紧抓十
大生态产业在绿色发展中崛起。

在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的国家级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记者看到，报废车辆整
齐地堆在车间外的货场，形似“变形金刚”的
汽车拆解机正在对拆过电池、清理过废油的
报废车辆一一拆解。一套“常规动作”后，一辆
报废汽车很快变成了铜、铝、铁、塑料、橡胶等
多种资源。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项目，是甘肃十大生
态产业中节能环保产业的带动性工程，目前初
步形成了以“收集—拆解—加工”为模式的废旧
资源回收加工利用产业链。示范基地报废汽车
拆解加工中心项目负责人庞亮介绍，去年以来，
该项目已拆解 8000 多辆废旧汽车，这与规划的
1 . 18万辆处理量还有不小差距。“我们现在还

‘吃不饱’，已在甘肃、青海、陕西等多地设立
700 多处网点加大回收。”

不只如此，年产 5万吨高档电解铜箔项目
已在兰州新区投产运营；全省弃风弃光率分别
降至 10 . 06% 和 6 . 91%，新能源消纳持续改
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合作共建有序推进，陇
桂铁海联运开行班列同比增长 80%；今年上半
年，全省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134 . 3 亿元，同比
增长 31% ……

一批新兴绿色产业正在持续释放动能。甘肃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
省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 1511 . 3 亿元，占全省
GDP 的 18 . 3%。今年上半年，全省十大生态产业
增加值 756 . 58 亿元，同比增长 5%，占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的 20 . 06%。十大生态产业已成为甘肃
推动绿色崛起的新引擎。

“挨了板子记住疼”，在绿色发展中崛起，是
甘肃痛定思痛后的抉择。甘肃深刻汲取祁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教训，2018
年初提出大力发展清洁生产、节能环保、清洁能
源、先进制造、文化旅游、通道物流、循环农业、
中医中药、数据信息、军民融合等十大生态产
业，推动绿色发展。

在绿色发展中崛起不是另辟蹊径。不少传

统工业企业正在通过绿色化、循环化改造加
快转型。

酒钢集团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已完成多
台机组改造，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烟尘
都实现了超低排放；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了企业绿色化改造工程，二选扩能降耗
技术改造提升了对贫矿资源的加工处理
水平。

金川集团选矿厂二选矿车间主任张玮昌
介绍，今年 6 月，企业 11000 吨/日二选扩能
降耗技术改造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生产效
率提高了 3 倍以上。“绿色化改造效果明显，
其余电力、环保等设施的改造工程将于明年
6 月完成。”

绿色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同
时也借助绿色农业助力脱贫攻坚。

这两年，一到 10 月下旬，在甘肃省临夏
回族自治州很多乡镇的地里和村头，都会看
见一个个白色和浅蓝色的“大球”。这是当地
推行“粮改饲”试点，把新鲜的秸秆连同玉米
直接粉碎打包做成的饲料。

“这里天旱、地薄。过去地里能种出的玉

米少，村民靠天吃饭；现在玉米变饲草，村民赶
着牛羊能发家，真没想到。”临夏州东乡族自治
县赵家乡墙头村村民马成明说，“粮改饲”不仅
满足家里 10头牛、100只羊的饲草需求，还减少
了牛羊肠道疾病的发生。

截至目前，甘肃完成“粮改饲”种植面积
320万亩，极大带动了牛羊养殖业的发展，不少
贫困农民依托牛羊产业实现脱贫。

“粮改饲”不是甘肃发展绿色农业的个
例。在河西走廊，17 万亩戈壁生态农业染绿
了戈壁荒滩，昔日的咽喉要道成了陇原人民
的“菜篮子”；在陇中黄土沟壑区，超过 400 万
亩的黄土旱塬披上了绿装，退耕还林还草成
效初显；在六盘山区的平凉市静宁县，苹果树
已基本覆盖所有适宜种植的地区，100 万亩
的苹果种植面积鼓足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
底气……

如今，甘肃已经找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
护双赢的道路，十大生态产业不断助力甘肃实
现“绿色蝶变”。有人说，现在的甘肃，更像一柄
透着亮色的“绿如意”。

(记者王朋)新华社兰州电

甘肃：“瘦骨头”蝶变“绿如意”
紧抓十大生态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

▲游人在昆山市千灯古镇游览。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
度高”的新江苏，这是中央对江苏的殷切期待。
江苏正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加快
科技创新步伐，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创造良
好营商环境，在新的起点上书写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绿色发展，不断夯实生态底色

江阴依江而建，因江而兴，但当地市民却曾
经临江不见江，滨江不亲水。2016 年以来，江阴
陆续将码头、工厂、轮渡等生产岸线退让搬迁，
将寸土寸金的生产岸线变成花草繁盛的生态
岸线。

昔日吊机林立，而今公园密布。从小在长江
边长大的王雪君老人见证了这一变迁：“干净的
鱼虾又回来了。”

宁可牺牲一时的 GDP，也要还江于民。江
阴是江苏全力保护长江生态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沿江地区集中了大量化工、钢
铁、煤电企业，江苏毅然壮士断腕，推动沿江产
业结构调整。

2018 年，江苏压减钢铁产能 80万吨、水泥
产能 210万吨、关闭高耗能高污染及“散乱污”
规模以上企业 3600 多家，关停低端落后化工企
业 1200 多家。

在全国率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有偿使用
和交易排污权、环境信用评价、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在一系列生态环保制度改革中，江苏先
行先试，成为全国唯一的生态环保制度综合改
革试点省份。

生态优先已经成为江苏的发展底色。全面
推行河湖长制；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保卫战，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高水平保
护互促并进。

曾因蓝藻事件引发全国关注的太湖，已连
续 11 年实现“确保饮用水安全，确保不发生大
面积湖泛”的目标。

改革创新，提供不竭发展动力

7 月 19 日，中科院先进计算产业联盟南京
先进计算中心成立。“南京具有独特的创新环境
和发展优势。”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旸说，
中科曙光将与南京携手，加快以先进计算为先
导的信息产业创新发展和新业态培育。

像中科曙光这样的高端数字企业，近年来
纷纷落户江苏。江苏正全力推动“江苏制造”向
“江苏创造”“江苏智造”转变，其区域创新能力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2018 年，科技进步贡
献率高达 63%。

江苏是科教大省。为了将沉睡的科教资源
激活，江苏探索创立了大批新型研发机构，整合

高校、企业等各方资源，破解“科技成果转化”
难题。

45 家新型研发机构现已成为苏州市科
技创新的生力军。2018 年，这些新型研发机
构的营业收入近 10 亿元，其中科技成果转化
收入超 2 . 7 亿元。

新旧动能转换，营商环境助力。在全国领
先的“不见面审批”“证照分离”等“放管服”改
革有力推进，为市场注入蓬勃活力。截至
2018 年底，江苏市场主体总数已达 922 . 1万
户，位居全国第二。

90% 以上的审批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开
办企业平均用时缩短到 1 . 53 天……这是江
苏交出的改革“成绩单”。2018 年 3 月，常州
同维佳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厂房，只
花了 16个工作日就拿到施工许可证。“以往
至少要一年。”公司负责人蒋娟由衷地为“江
苏效率”点赞。

从“串联式”改为“并联式”，由“接力跑”
改为“齐步跑”。“放管服”改革大大减轻企业
负担。“以往有些项目蓝图图纸要用面包车拖
运。”南京市建委有关负责人顾道远说，“现在
24 小时网上传输。”

对标找差，书写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现在房子又结实又漂亮，不比城里差多

少。”盐城建湖县村民戴帮萍看着自家新房，
乐呵呵地说。不仅房子新，村里道路、绿化、活
动中心也一应俱全，非常宜居。

补短板，强弱项。苏北农村危旧房较多，
江苏省级财政预拨 101 亿元专项资金，计划
3 年内改善苏北 30万户农村住房条件；高铁
等交通相对滞后，江苏加强规划布局和建设
推进，打造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40 多年前，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
主笔写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
全国掀起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代，江
苏继续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紧抓“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重大
机遇，确立了“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
目标定位。

“有没有因为过去发展中形成一定的先
发优势，就认为可以轻轻松松走在前列的盲
目乐观？”“有没有认为经济好就一好百好，看
不到其他方面发展短板的认识盲区？”…… 6
月 27 日，在江苏全省县（市、区）委书记政治
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班上，江苏省委主要负责
人提出“九个有没有”，要求近百名地方“一把
手”自我检视。

“苏南模式”“昆山之路”“四千四万精
神”……曾经领全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
8000 多万江苏干群，正铆足干劲、砥砺拼搏，
为“强富美高”新征程快马加鞭、扬蹄奋进！

(记者沈汝发) 新华社南京电

迈上“强富美高”新征程
江苏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农产品去哪了？湖南求解“丰收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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