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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輪迴的不只是一場中部
盛會的再回原點，還有一座工業名
城的發展之路的夢迴故里。株洲，
這座因共和國而新生的城市，走過
60餘載，為新中國貢獻了第一台航
空發動機、第一台電力機車等100
多項 「全國第一」 工業產品。如
今，綜合實力居湖南省第二，躋身
全國城市綜合競爭力百強城市，成
為被譽為 「動力之都」 的新興名
城。

本版圖文 李雷 楊斌
第七屆中博會重返三湘，並首次納入株洲等城

市，對蓄勢而發的株洲而言，適逢其時。株洲市副
市長楊玉芳在第七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召開
之際，如是強調中博會對株洲的意義： 「中博會不
只是一場大型活動，而是要抓住機會，展示株洲的
優秀成果，與國內外特別是中部兄弟城市進行對
話、相互取經，將中博會打造成助推株洲經濟的強
大動力。」

工業名城 行 「兩型建設」 新路
藍色株洲，工業名城。 「株洲製造」品牌不枚

勝舉：由株洲生產的 「和諧號」動車組，承載着株
洲的工業文明，馳騁在祖國的大江南北；現代科技
創意、動漫為主要元素的 「中國迪士尼」之稱的華

強方特歡樂世界；全國首批工業旅遊示範點 「紅官
窰」出品的陶瓷，被譽為 「毛瓷」和 「國瓷」，是
國家指定的國宴瓷和國賓禮品瓷。

自株洲獲批 「兩型」試驗區以來，株洲市委市
政府審時度勢，提出 「寧可犧牲一些 GDP，也要生
態環境好一點」，拆除煙囱、淨化空氣、處理污
水、變性土地、清潔能源；動員全市力量，連續組
織戰役行動。

為了推動產業由 「高碳」向 「低碳」、 「黑
色」向 「綠色」、 「製造」向 「創造」轉變，株洲
以壯士斷腕的勇氣，不惜犧牲30多億元工業產值、3
億元稅收。近年來關停、搬遷污染企業162家，淘汰
落後產能企業79個。

現在的株洲，天變藍了，空氣質量良好率保持
在97%，比2007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水變清了，

湘江株洲段水質持續保持Ⅲ類標準，市區集中式飲
用水源水質達標率100%；地變綠了，城市綠化率達
50%，人均綠化面積 14 平方米；城變美了，街道綠
樹成蔭，鮮花常開，標牌整齊一致，建築色彩協
調，城市如景如畫。其中， 「攸縣模式」獲得溫總
理、省委周強書記等領導的充分肯定。

同時，發展的步伐不停歇，通過積極引進、扶
持高新、環保型企業，大力實施 「5115」工程，培
育5個以上年銷售收入過100億元、10個以上過50億
元的旗艦企業。2011 年，19 家 「5115」旗艦企業產
值總量突破1000億元，3家企業年銷售過100億元、
4 家企業年銷售收入過 50 億元。2011 年，新興產業
佔全市規模工業的比重達38.6%，高新技術產業增加
值佔工業增加值比重達45.2%， 「新型工業化」考核
連續五年獲全省一等獎。

2011 年，株洲完成 GDP1550 億，增長 13.6%；
財政收入 175.3 億，增長 33.9%；實現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 505 億，增長 18.9%；固定資產投資 855 億，
增長 36.6%；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490 元，農
民人均純收入9040元，分別增長14.5%和18%。

多彩株洲 工業之城的聖寢之地
古老株洲，文化厚重。華夏始祖、農耕文化創

始人炎帝神農氏種五穀、嘗百草、始作耒耜、教人
耕種。安寢株洲炎陵 「茶鄉之尾鹿原陂上」的炎帝
陵，已成為 「中華民族的人文聖地，全球華人的精
神家園」。作為一座優秀旅遊城市，株洲是井岡山
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炎陵縣、茶陵縣是6個
革命老縣之一。伴隨着工業文明的進步，株洲旅遊
宛如 「和諧號」一路疾行，正在加快建設兩大生態
旅遊長廊及神農福地、雲峰湖國際度假區、神農城
三大旅遊精品工程，致力將株洲打造成世界氧吧、
中部地區歡樂谷、全球華人炎帝文化景觀中心，成
為國內外知名旅遊休閒勝地。

同時，株洲又是一個多面體，有着精采紛呈的
不同風貌。株洲是一個交通樞紐城市。 「北有鄭
州，南有株洲」。鐵路方面，株洲是南方最大的鐵
路樞紐，京廣、滬昆鐵路在這裡交匯，衡茶吉鐵路
正在加緊建設。武廣高速鐵路建成通車，到武漢、
廣州分別只要 2 個小時。公路方面，106 國道、107
國道、320 國道、京珠高速、上瑞高速以及連接閩

南、贛南、湘南的 「三南」公路都在境
內穿過。穿城而過的湘江，是長江第二
大支流，四季通航，千噸級船舶可通江
達海。空運方面，距黃花國際機場僅 40
公里、20多分鐘車程。

株洲又是一個新興工業城市。這裡被
譽為 「中國電力機車的搖籃」、 「中國電
力機車之都」，是亞洲最大的有色金屬冶
煉基地、硬質合金研製基地、電動汽車研
製基地，是國家 「一五」、 「二五」時期
重點建設的8個工業城市之一。我國第一

台航空發動機、第一枚空對空導彈、第一台電力
機車、第一塊硬質合金等100多個中國工業史上的第一
誕生在株洲。

株洲還是一個開放宜居城市。株洲是全國綠化
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國家衛生城市，作為以移民
為主的新興工業城市，具有 「五湖四海、開放包
容」的特點。吸引了海內外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
商前來投資置業，在株投資的世界 500 強企業有 10
家、 「中字號」企業有17家，外資企業數量居湖南
省第二位。

高新科技服務民生 樹發展典範
跑起來聲音像輕風拂過，造價比地鐵、輕軌還

低，能夠開進居民小區，運行中無煙塵排放。2012
年 1 月 20 日，這樣一款 「浮」在軌道上貼地飛行的
中低速磁懸浮列車在中國南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
司誕生。專家認為，這種新型 「磁懸浮」在城市和
風景名勝地應用前景遠大。動力之都的新科研成
果，無疑為這座全國交通文明城市提供了城市交通
方式的又一方案。

2012 年 4 月 20 日，株洲市交通運輸系統在湘江
風光帶舉行 「低碳交通，綠色出行」啟動儀式暨自
行車賽，向全市人民發出 「低碳交通，綠色出行」
倡議。如今，漫步株洲街頭，不時穿梭而過的公共
自行車，給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

交通運輸低碳綠色，重點是營運車船。株洲建
立了市場退出、准入機制，對現有超過燃料消耗量
限值的車輛船舶實行逐步淘汰，嚴禁燃料消耗量限
值不達標的車船進入運輸市場，鼓勵節能環保型車
船的發展。

從 2009 年開始，株洲用三年時間完成了城區公
交627台油電混合電動公交車改造，成為全國首個電
動公交城。

株洲市在時代大道建設上，投資近億元，使用
大量節能低碳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燈光照
明，全部採用國內最先進的風光互補型路燈；環境
保護，採用先進景觀提升技術，邊坡採用國內外最
先進的 「厚層基材噴播」技術，確保邊坡四季常綠
且極耐雨水沖刷；噪音治理，除建造數百米降噪壁
外，全線採用瀝青混凝土中添加特種聚酯纖維新技
術，即有利於雨水滲透、延長路面壽命，又能降低
車輪與路面摩擦發出的噪聲。

建設智能管理新系統。為提高市民低碳、環保
意識，株洲市投入資金 1500 萬元，初步建成低碳交
通出行系統，現市民登錄該系統可查詢出行線路、
客運站點、重要景點、天氣預報、道路狀況等信
息。

株洲市商務局袁生華局長表示，株洲參加長沙主會場的展覽
主要分三個部分。

一是特色產品展。湖南華聯瓷業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港鵬實
業有限公司、湖南泉湘陶瓷有限公司、醴陵陶潤實業發展有限公
司、湖南仙鳳瓷業有限公司、醴陵東方紅陶瓷有限公司、醴陵金
煌瓷蕊有限公司、湖南醴陵紅官窰瓷業有限公司、醴陵市泌園春
瓷業有限公司等9家瓷器類企業參展。

二是新能源汽車展。株洲時代電動汽車、湘火炬火花塞 2 家
參展。前者展品為電動汽車，後者為火花塞零部件。

三是湖南綜合形象館。株洲已報送了兩型建設成果、重點企
業、株洲高新區、雲龍示範區、重點項目等方面的文字、圖片、
視頻等資料。其中，為突出優勢特色，選定南車株機的磁懸浮列
車、出口馬來西亞動車組等機車模型列展。

中博會產品展株洲三大看點

株洲市副市長楊玉芳介紹，首次參與中博會承
辦工作（ 「可持續發展市長論壇——2012 市長與跨
國公司對話」），株洲招商引資情況非常可觀，為
歷年之最。截至目前，已經收集發布的項目165個，
投資總額超過6000億元。其中準備簽約的外資項目
有 15 個，投資總額達到 21.15 億美元；內資項目 45
個，投資總額達到了590.13億人民幣。

具體到中博會上擬簽約的項目，引進資金過2億
美元的包括雲龍現代物流產業園、高新區香港衛視
國際傳媒基地、茶陵縣雲陽山生態旅遊天街。另外
還有石峰區中南運動休閒用品商貿物流城、蘆淞區
步步高商業廣場、茶陵湘贛農產品配送中心等特色
項目。

「除推薦一批項目參加省組委會的簽約活動

外，5 月 20 日，株洲還將組織在華天大酒店舉行重
大項目簽約活動，經過前期對接、洽談，擬簽約內
外資項目 30 個左右，投資總額將超過 200 億人民
幣。」楊玉芳副市長表示。

市長論壇 暢談發展新思路
對兩型建設的重視和責任感，在本次中博會重

要專題活動之一 「可持續發展市長論壇——2012 市
長與跨國公司對話會」得到了體現。於 5 月 19 日在
株洲舉行的該論壇，將有中部六省城市市長和韓國
抱川、德國魯爾、美國洛杉磯等世界名城的市長以
及至少50家跨國企業的高管來株洲參加。

據介紹，受邀市長與跨國公司高管將在本屆中
博會的市長論壇上圍繞 「兩型建設．和諧
發展」的主題展開討論。討論內容包括傳
統工業城市如何實現城市產業轉型，全球
500強企業在中國中部地區的投資戰略，中
部地區在結構轉型中面臨的產業新機遇等
論題。

為體現株洲特色，本屆論壇還將加
入兩項特色活動。一是在湘江風光帶
開展 「低碳交通、綠色出行」株洲宣
言活動。二是舉辦株洲兩型社會建設
成果展，從軌道交通、公共自行車
租賃、公交車電動化、數字城管等
多方面，全方位展示株洲經濟社會
發展成果。

中博會株洲擬簽約項目逾60個

▲株洲市委書記陳君文、
市長王群帶頭倡導低碳交通

▲湖南省委副書記、省長
徐守盛炎帝陵祭祖

株洲品牌將在中博會亮相

▲南車株機公司研製的電
力機車將亮相中博會

▲醴陵瓷馳名海內外

株洲城市風光株洲酒埠江景色迷人

打造動力之都的 「綠色經濟新名片」

介 紹 信
廣州日報社：
現介紹潘永輝，潘永煌的受託人祝健芳（女，一
九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公民身份號碼：
xxxx04196010110028）前來貴社辦理聲明書，聲
明內容如下：
我們，潘永輝，潘永煌的父親潘標於二○一一年
十二月十四日死亡，死後遺產有座落在廣州市荔
灣區富力路46號之一303號房屋的二分之一產權
份額，現我們（潘永輝，潘永煌）要求繼承潘標
的上述遺產，如有異議者，請與廣東省廣州市公
證處公證員葉惠芳（電話：83569518，地址：廣
州市東風中路437號越秀城市廣場南塔11樓廣州
市廣州公證處公證五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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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保險
僱主須為其兼職家務助理
投購工傷保險，違例最高
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查詢請電勞工處：

2717 1771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1 05002831 0500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 1171 2834 66312838 1171 2834 6631

E-mailE-mail：：tkpwork@takungpao.comtkpwork@takungpao.com

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
特廉分類廣告專欄

歡迎來電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