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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产业驱动“财富雨花”

在2016年长沙雨花区第五次党
代会上，雨花区提出了“深入推动发
展提质、建设创新创业的财富雨花”
的战略目标。“财富雨花”何以驱动？
雨花经开区在以比亚迪为龙头的新
能源汽车、以湖南机器人产业集聚
区为核心的智能制造和以总部经
济、工业设计和生命健康为代表的
现代服务业等三大产业驱动下，打
造“财富雨花”的创富之“芯”。

2010 年，全球第一款纯电动大
巴比亚迪 K9 烙着“长沙制造”的荣
耀，在雨花经开区的长沙比亚迪下
线，长沙随之成为比亚迪电动客车
的全球制造中心，长沙雨花经开区
成为比亚迪专用车全球制造中心。

早 在 2014 年 ，比 亚 迪 便 提 出
“7+4”全市场覆盖战略，将纯电动卡
车和专用车品种覆盖物流、市政环
卫、工程机械、矿山、港口等领域。

2015 年 5 月 18 日，比亚迪汽车与雨
花经开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投资 50
亿元在长沙比亚迪汽车城二期兴建
电动卡车及专用车生产基地。项目
建成后，将拥有年产1万辆整车或二
类底盘的生产能力，并配套有卡车
及大巴的齿轮、电动总成、车桥等关
键零部件工厂。

日前，历时仅456天的长沙比亚
迪专用车生产基地正式通线，长沙比
亚迪产品线在原有的电动大巴、节能
及新能源乘用车系列基础上得到进
一步扩充，正式进入全车系时代，为
比亚迪“7+4”全市场战略落地及湖
南汽车产业发展提供重大支撑。今
年，比亚迪还将在长沙投资 20 亿元
至 30 亿元，建设跨座式单轨列车全
国配套中心基地。以比亚迪为龙头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然成为雨花经开
区发展提速的三驾马车之一。

工业机器人产业集聚区，是湖南
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一环。而
作为湖南唯一一个机器人产业集聚

区，长沙雨花经开区先后承办湖南智
能机器人高峰论坛、2016人工智能湖
南论坛、2016中国机器人大赛及中国
中部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对
接会等全国性活动，无一不彰显着长
沙雨花经开区在“智能智造”的路上，
正实现跨越式发展。

湖南省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规划
面积 1100 亩，项目计划总投资 21.4
亿元，分为机器人购地企业区、租赁
企业区、机器人研发演示中心及机
器人职业技术培训基地四大板块。

依托“湖南省机器人产业集聚
区”优势，雨花经开区围绕“立足中
部、辐射全国，着力打造百亿级产值
机器人产业集群”的总目标，趁势而
上。目前，已引进长泰、拓野、大捷等
机器人企业项目百余个，基本实现了
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培训的全覆盖。

2016 年，中部地区首个智能机
器人研究院和湖南省自兴人工智能
研究院相继落户湖南省机器人产业
集聚区，增强了集聚区在产业技术研
究、专业人才培养、高新技术输出等
方面的力量，使集聚区成为现代智能
机器人技术的输出地和行业发展的
风向标。雨花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郭四
军介绍，未来经开区还将全力深化机
器人产业的发展，助力产业向更高、
更精、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在现代服务业方面，雨花区形
成工业设计、总部经济和生命健康
产业三足鼎立之势。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潮之下，
企业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工业设
计尤为重要。随着湖南首个工业设
计产业园——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
在雨花经开区开园，未来 3 至 5 年
内，一个国家级设计创意示范项目、
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创新设计高地
将在雨花经开区崛起。

该项目规划用地127亩，总建筑
面积 18 万平方米，首期启动区域约
5万平方米，计划引进设计企业及相
关企业100余家，建成长沙创新设计
产业孵化基地、海峡两岸设计合作
示范区、长沙创新成果产业化基地。

此外，以中轻集团、中铁六局、
中国中铁航空港等为代表的总部经
济发展形势喜人。作为湖南省政府明
确的湖南健康产业园“一园多基地”

总体规划中的核心园区，2015 年 9
月，园区成功签约“中医国际健康城”
项目，总投资逾 200 亿元，占地 3299
亩，拟建成集“医、养、研、贸”于一体
的大健康产业集聚区。2016 年 4月，
成功签约湖南生物医药创新型典范
企业——湖南昭泰医疗集团，将投资
5亿元将集团总部迁至雨花经开区。

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近年来，雨花经开区深入贯彻
落实园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
创新“三位一体”模式，加快推进园
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进一步
减少行政审批环节、优化行政审批
流程、提升行政审批效能，改善了园
区营商环境，激发了市场活力，为园
区转型创新发展增添了新优势。

雨花经开区紧扣“梳权”、“商
权”、“确权”3 环节，积极争取市、区
涉企行政职权下放。围绕项目建设、
工程规划、日常经济管理“三个核心
点”，雨花经开区以企业实际需求为
导向，分别对市级 40 多个职能部门
涉企审批事项逐一梳理，对区级职
能部门共 800 多项权力事项逐项排
查，梳理出拟申请市、区两级下放的
涉企审批权限共67项。

针对梳理出的涉企审批权限，
雨花经开区组织各部门面对面交
流、逐事项商讨，瞄准企业意见集
中、反映强烈的事项，研究放权的具
体措施，形成了首批申请下放的“市
级涉企行政职权目录”和“区级涉企
行政职权目录”。目前，雨花经开区
已承接区级下放涉企行政职权 16
项，并积极争取区政务中心支持，开
通了“园区绿色审批通道”，增强了
园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为更好承接下放涉企行政职
权，全面优化园区政务服务环境，雨
花经开区致力于打造三大平台，全
方位服务企业。通过建立园区规划
工作站、投资评审中心，极大地提升
了行政审批效率。投资评审中心在
2016年完成的7个结算项目，报审金
额 21.58万元，审定金额 20.27万元，
审减率6.07%。

此外，园区还成立了企业服务一
站式服务中心。近年来，园区为加快

推进以“智造e家”为主题，建设以“心
服务、零距离”为主线的“一站式”企
业服务中心，正在积极探索和推行政
务服务“一口受理、一体服务、一站办
结”新模式，把中心着力打造成集项
目申报咨询、信息交流、手续办理等
服务于一体的政务服务超市。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最大限度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促进园区快速
发展，雨花经开区通过规范和完善
权力运行机制，提升服务水平，对园
区企业进行全程帮扶，全力打通审
批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下放涉企行政职权基础上，
编制园区权力、责任和流程 3 张清
单，为企业办事提供“便利图”。为方
便企业，雨花经开区实行了企业报
批申报员、园区窗口帮办员、政务中
心分解员、区直部门审核员的“四员
联动”机制，全面推行上门服务、代
理服务、预约服务，由“收发室式”向

“全程代办式”转变。

党建发挥“红色引擎”作用

近年来，雨花经开区始终高举
党建大旗，牢固树立主责主业意识，
把党建工作作为中心工作之一，以

“政治挂帅、核心引领、推动发展”三
大要素为遵循，切实发挥园区党建
的“红色引擎”作用，探索党建引领
转型创新发展，实现了党建和产业
同步推进、互促双赢的生动局面。

早在2003年，还是“中共湖南环
保科技产业园工作委员会”的园区
党工委成立，随着企业不断引入、工
人加速聚集，园区非公党建工作全
面铺开，在园区工委指导下，继美的
客车长沙基地率先成立非公党委，
正大轻科、西湖电缆、新中制药等 5
家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也相继成
立，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凸显。

2011 年 12 月，湖南环保科技产
业园更名为长沙雨花工业园，园区
通过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
覆盖这一突破口，持续推动园区经
济发展。2012 年 3月，长沙雨花工业
园更名为长沙雨花经济开发区，园
区工委不断强化党建工作深度、广
度，采取单独建、联合建、派员建、挂
靠建等办法，非公党组织加快从有

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质变。
从 2013 年开始，园区高举党建

大旗，深入挖掘党建资源，不断突出
党建引领。

在比亚迪党委、晓光模具党总
支、克明面业党支部等 30 多家非公
企业党组织引领带动下，园区非公
经济蓬勃发展，转型升级步伐进一
步加快，形成了以新能源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三大高端产业集群，
党建红利不断释放，核心凝聚作用
不断加强。

2016年是雨花经开区深入贯彻
落实长沙雨花区第五次党代会精神，
借力“一体两翼”、实现二次腾飞的开
局之年，随着湖南省机器人集聚区、
中国（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区等重
大产业项目全面铺开，园区资金调度
运转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千难万难，唯有攻坚就不难”。
为突破融资瓶颈这个“拦路虎”，从
2016 年 1月份开始，由区委常委、园
区党工委书记郭四军，园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国军挂帅推
动和部署，园区党工委委员、工会联
合会主席傅建辉坐阵一线全面调度
指挥，以雨花经开区金融办为核心
团队，动员全园各线各部门中坚力
量，全面拉开了城投债发行工作“大
会战”序幕。

城投债发行工作是一项涉及面
极广、技术含量高、工作难度大的系
统工程，业内常称“小 IPO”。实际
上，2016年以前，湖南省省级开发区
还从未成功发行过一支城投债，雨
花经开区却率先突破，开创先河。
2016年9月5日，“16湖南环科债”正
式簿记建档，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
公司成功发行，无担保和抵押，总额
15亿元，期限 7年，年利率 4.17%，为
同期发行的同类债券中最低水平，3
天内资金全部到位。

这是雨花经开区2002年建园以
来规模最大、成本最低的融资项目，
在探索和扩大多元化融资渠道方面
实现了新的突破，开创了湖南省省级
开发区成功发行城投债的先河。“16
湖南环科债”发行成功，得到了各方
面的高度肯定，并为接下来雨花经开
区融资工作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2010年，全球第一款纯电动大巴
比亚迪K9下线；2016年，轻捷智能的
比亚迪纯电动环卫车惊艳首秀。新能
源汽车以其节能、环保的优势，正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
的领跑者，成立 22 年的比亚迪凭借
领先的技术、完善的产品布局、不断
深耕的国际化战略，正力争新能源车
全市场覆盖，将电动化进行到底。

在电动车业务领域，比亚迪2015
年的新能源车销量达61，722辆，全球

市场占有率第一，约为11%，新能源车
足迹遍布全球 50 个国家和地区，约
240个城市。2016年上半年，比亚迪新
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大幅增长130%，约
4.9万辆，再次位列全球第一。

依托“7+4”全市场战略，比亚迪
新能源车已经覆盖城市公交、道路客
运、出租车、环卫车、城市建筑物流、城
市物流、私家车等七大常规领域，以及
仓储、矿山、机场、港口四大特殊领域。

不仅如此，2016年 10月，比亚迪
正式推出自主研发的跨座式单轨

——“云轨”，结合新能源车，为全球
各大城市打造“从治污到治堵”的创
新型交通解决方案。比亚迪“云轨”是
通过单根轨道来支撑、稳定和导向，
车体骑跨在轨道梁上的跨座式单轨。

比亚迪“云轨”属于中小运力的
轨道交通，综合优势非常突出：造价
仅为地铁的 1/5；建设周期仅为地铁
的 1/3；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具
有极强的地形适应能力；转向架采用
橡胶轮胎及空气弹簧，因此车体振动
小，噪音低，可从城市建筑群中穿过；
桥梁通透，独立路权，景观性好，能很
好适应城市生态环境；编组灵活，运
能为1万至3万人/小时（单向）；最高
时速可达80km/h。

据了解，比亚迪在全球拥有 30
个工业园，占地总面积超过 1800 万
平方米，业务范围由最开始的二次
充电电池扩展到今天的 IT、汽车、新
能源以及轨道交通四大核心领域的
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目前，比亚迪已
在美国、巴西、日本、匈牙利、印度以
及中国设立了约 30 个生产基地。
2015 年，比亚迪集团年营业收入约
为800亿元。

在湖南，一家以研发、设计机器
人及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长沙长
泰机器人有限公司，走在了智能智造
的最前沿。

长 沙 长 泰 机 器 人 成 立 于 2008
年，凭借自身雄厚的研发、设计能力
以及先进的制造加工设备和管理经
验，其研发的“CTR铸铁件机器人自
动化精整系统”获得国际机器人行
业最高荣誉“IERA Award 发明与创
业奖”银奖；汽车车身焊装多功能生
产线成功入选湖南省政府采购两型
产品第一批推荐目录；基于物联网
的民爆装备智能生产线填补国内市
场空白，成为全国行业内首家拥有
该生产线的机器人公司。经过多年
发展，长泰机器人在工程机械、轨道
交通、航空航天、民爆、铸件清理等
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以汽车行业
来说，在长期被国外品牌机器人企
业垄断的国内汽车生产线制造领
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作为唯一机
器人成员单位参与了国家“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的规划。

面对国内汽车行业转型升级的
迫切需求，长泰机器人研发“基于工

业机器人的汽车制造自动化生产线”
并取得丰硕成果。目前该项目已在东
风汽车、通用汽车、本田汽车、北汽集
团、吉利汽车、长丰汽车、比亚迪汽
车、众泰汽车等客户单位应用。其中
汽车车身焊装多功能生产线入选《湖
南省政府采购两型产品第一批推荐
目录》，被认定为“2014年湖南省首台
套技术装备”。该项目荣获 2015长沙
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为积极响应“中国制造 2025”国
家战略部署，长泰机器人承担 2015
年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长泰机
器人智能工厂项目”，打造智能工厂

样板工程。目前该项目被认定为湖南
制造强省建设首批重点项目，并获得
湖南省 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
型工业化专项支持。

此外，长泰机器人在国内首次
将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到民爆行
业，填补行业乳化炸药制造自动化
生产系统的技术空白，带动民爆行
业在装备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并
将相关技术向花炮等民用危爆行业
推广。项目获得 2014年度“国家智能
装备重大专项”重点扶持，被中国机
械联合会于 2013年度授予名优新机
电产品荣誉。

比亚迪比亚迪：：新能源带动新能源带动““汽车革命汽车革命”” 长泰机器人：走在智能智造前沿长泰机器人长泰机器人：：走在智能智造前沿走在智能智造前沿

长沙雨花经开区

领领跑湖跑湖南工业园南工业园
杨国强 周 翔

2016年12月，湖南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

区发展综合评价报告出炉。报告显示，雨花经

开区以综合得分110.07分，荣登湖南省134

个工业园榜首。

建于2003年的雨花经开区，是长沙市“五

区九园”中最年轻的园区。经过13年创业，园

区确立了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智能装备与

机器人、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产业。

2015年，雨花经开区财税收入实现10.98

亿元，总量和增速在省级园区中排名第一。

2016年前10个月，完成工业总产值27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8%、

25%，主要经济指标呈现“量增质更优”的态势。

近年来，园区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比较

优势越来越明显。2014年，园区获批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015年，获评湖南

省政府授牌的、目前湖南省唯一的机器人产

业集聚区；2016年10月，湖南省唯一一个设

计产业园——中国（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

在雨花经开区开园。 雨花经开区鸟瞰雨花经开区鸟瞰

雨花经开区区位图雨花经开区区位图

比亚迪汽车生产车间比亚迪汽车生产车间

长泰机器人大楼长泰机器人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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