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

工业基地崛起
“株洲智造”
本报记者黎棠 长沙报道
可用于时速 400 公里高速列车的制动盘
与闸片在株洲下线，打破了德、日等国对高速
列车制动盘的垄断；全球首列应用于机场捷
运系统、可自动驾驶的储能式有轨电车在株
洲下线，将运行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株
洲，这座承载了新中国工业荣光的老工业城
市 曾 面 临 产 能 过 剩 、结 构 老 化 等“ 共 性 ”难
题。作为全国首批重点建设的 8 个工业城市
之一，这个先后诞生了第一辆电力机车、第一
台航空发动机等中国工业史上近 300 个第一
的老工业城市，面对“卡脖子”环节，深刻明白
掌握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重要性。通过一系
列体制机制的改革与自主创新，如今，株洲在
转型升级中实现“涅槃重生”。

未来五年要建黑灯工厂

A03

在中车株洲研究所的智能制造中心的恒
温恒湿车间，
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中车株洲所时代电气制造中心协理员潘
自强透露，中车株洲所要在 5 年内把制造中心
建成无人智能车间（
“黑灯工厂”
）。
早在 2016 年，中车株洲所时代电气制造
中心就按照工业 4.0 标准建造了轨道交通行
业全球首条智能生产样板线。改造后，生产
线 可 以 节 约 5 名 操 作 工 ，提 高 生 产 效 率
30%。研制试运至今，样板线已成功实现 13
种功率模块产品混流共线的柔性生产，质量
水平达到一次交调合格率 99%以上，效率提
升 30%以上。
当下，株洲产的旅游小火车相关产品也
开始走出国门。6 月，由株洲中车特种装备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制造的双轨旅游车核心
部件，陆续装车从株洲田心出发，运往韩国
海云台。
潘自强说，中车株洲研究所计划结合大
数据分析、SPC 分析等，继续改善样板线制
造工艺，并在 5 年内实现复制推广，将制造
中心建成轨道交通行业首个无人智能车间
（
“黑灯工厂”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
造”转变。

株洲市区。图/记者金林

跟着高铁回家开民宿

坐观湖南

“广漂”
夫妻回株洲修建民宿，
双城上班族把高铁作交通首选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民众感慨株洲高铁
时代变化报道

游客变多了
“广漂”
小两口回家开民宿

坐着高铁看湖南

美景

火车拉来的城市，
如今，
又有了被高铁拉回来的游子。
“国庆节是旅游旺季，
也是我的丰收季，
这已经是今天我接待的第二批客人
了。
”
10月3日，
株洲市民吴女士早早等候在了株洲西站。和丈夫曾在广州打拼
十多年的她，
过去逢年过节难得回家，
如今随着坐高铁到株洲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了，
吴女士便和丈夫放弃广州的工作，
于2016年回到株洲老家开起了民宿。
记者从株洲西站了解到，
从10月1日至10月3日，
3天株洲西站的旅客吞吐
量达到6万人次，
国庆节当天更是达到1万多人次。作为一座城市的大动脉，
高
铁不仅代表着速度，
更象征着一座城市迈向现代化大都市的轨迹。

“以前来株洲是自驾，开车 3 个小时，
现在高铁一个多小时就过来了。
”
10 月 3 日，在高铁株洲西站出站口，从
娄底乘坐 G6156 次列车到株洲的周先生感
慨，以往要 3、4 个小时的路途，现在缩短到

了 1 个小时，高铁的飞速发展，无形中拉近
了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也让株洲这座城市
受到外地人的喜爱。
除了如周先生一家省内游这样的湖南
本地人，还有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慕名来
株洲打卡，而乘坐高铁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之一。

全家齐出行，
高铁让他们避免堵在路上
双节去哪玩？
“高铁时代”的来临，让短
途游打卡成为了热潮。
记者采访多位前来株洲的游客发现，
不少来自省内其他市以及湖南邻省。明
显，高铁的便捷，带动了株洲旅游经济的高
速发展。
这个十一长假，来自娄底的周先生，选
择乘坐高铁，带女儿来到株洲方特欢乐世
界。
“ 女儿很喜欢游乐园，再加上我只有两
天假期，来这里是最好的选择。
”
“我最想去梦幻王国，弟弟想去里面的
科幻世界。”周先生的女儿小慧兴奋地告诉
记者，自己一早就做好了游玩攻略，准备和
弟弟一起好好玩转游乐园。
除了完成儿女们游玩的心愿，周先生
和妻子也有自己打算。
“听说株洲开通一趟以‘工业+红色旅

游’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火车，途经醴陵、攸
县、茶陵南站，终点站为炎陵站。”周先生表
示，自己喜欢红色旅游，路上可以参观茶陵
县工农兵政府旧址、炎陵县炎帝陵景区、醴
陵市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等地，在旅
游的过程中，还能带着家人感受株洲的工
业繁荣以及历史文化。
“这应该是湖南省最大的儿童乐园
吧？儿女玩得很开心，株洲离家近，高铁一
个小时，很值得来一趟。”周先生表示，起
初，他想自驾游，但考虑到停车等问题，最
终选择高铁出行。
“幸好我一直劝坐高铁。我一朋友也
来株洲，我们到这了，他还堵在高速上呢。”
周先生妻子抢话道。
这一次尝到甜头，周先生表示，以后高
铁出行是他的第一选择。

7 月 29 日，生产人员在湖南省株洲市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调试线上对“神 24”
电力机车做下线前的调试。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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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车程
像坐了趟市区公交地铁
“想多陪陪孩子和妻子，有时会直接坐高铁
上下班。”董先生是记者在高铁站采访到的第二
名乘客，在众多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中，只挎着
一个公文包的董先生有些“另类”。
“我只是回公司取样落下的东西。”董先生
告诉记者，他是过着典型的“双城记”的都市人
群，在长沙上班，在株洲居住，两地虽然相隔不
远，但高铁的发展，让他感慨，自己就像生活在
一个城市一样方便。
“对于我来说，坐高铁就像坐公交地铁一
样。”董先生笑道，从株洲西到长沙南，乘坐高铁
是 19 分钟车程，十多分钟的车程确实如我们乘
坐公交地铁上班一样。
董先生介绍，他早上 7 点钟起床，8 点半赶
到株洲西站乘坐 8 点 40 多的高铁，9 点到达长
沙，走几分钟的路到达公司楼下，9 点半刚好打
卡上班。晚上下班后再乘坐高铁回株洲。
“现在从长沙到株洲的车次是几分钟一趟，
和地铁差不多，晚上 9 点多还有车。”
董先生说。
高铁为什么能成为自己的首选，董先生给
记者算了算时间账，从长沙到株洲乘坐普通火
车近 40 分钟，汽车长达一个小时，而高铁只要
15 分钟，15 分钟能做什么？15 分钟不及一顿饭
的时间，路上刷上几条朋友圈，听上 3 首歌左右
的时间，就能让自己跨越两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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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跃居全省
第一，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排全省一类
地区第一，技术合同交易额占 GDP 比重居全
省第一，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项目建设工作
居全省前列，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全省
平均值 2 倍……这是中国动力谷高速前行的
强力引擎。
成功斩获青岛 138 台新能源客车订单，
通过线上方式成功“云验车”验收新西兰 133
台新能源客车。9 月 16 日，中国动力谷内新
能源汽车的龙头企业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双喜临门”。
一内一外，利好消息印证着中国动力谷
大中小型企业两条腿走路的努力和成绩。在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全新指
引下，嗅觉敏锐的株洲企业，正积极参与国内
循环的生态构建。
数据显示，1 月至 7 月，全市通用设备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分别达到了
30.9%、29.6%，73 家企业实现进出口业绩破
零，64 家企业进出口额实现倍增。
“内外兼修”
中，株洲的双循环血脉持续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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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诗娴 实习生王开慧 长沙报道

“呜”10 月 3 日上午 10 点 31 分，伴随着高铁
清脆的鸣笛，株洲西站响起广播：
“尊敬的旅客，
从深圳北开往重庆北的 G1312 次列车已经到达
株洲西站。”
而在出站口，早就有很多亲属在翘首以盼，
记者也加入这一行列。约过了几分钟，提着大
包小包的人群涌出，一位女士上前接到一家 5
口人，
记者好奇上前询问。
“这是我的旅客，我是民宿老板来高铁站接
他们的。”这位女士笑道，她姓吴，是株洲本地
人，以前和丈夫在广州打拼十多年，逢年过节难
得回家，陪伴父母和孩子的时间少。现在株洲
的高铁发展迅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到株洲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吴女士便和丈夫放弃广
州的工作，于 2016 年回到株洲老家。
回老家后，吴女士和丈夫商量，在方特附近
开一家民宿。他们将老家的木房子重新装修，
改成现在的一栋两层木制结构的中式小别墅，
房子依山傍水，清新别致，合适一家人出游居
住。吴女士还在附近租用其他闲置居民房，重
新装修做成农家乐。这样的一体化民宿服务，
让吴女士生意好的时候能一年赚近 20 万元。
“国庆节是旅游旺季，
也是我的丰收季，
这已
经是今天我接待的第二批客人了。
”
吴女士笑道。
吴女士的客源多是来自株洲周边市区，今
年国庆假期主要是老顾客，都是通过微信直接
预订的。
“游客们在闲暇的时候喜欢来我这里感受
这种慢生活。”吴女士表示，现在高铁开通了，到
哪里都方便，
从广州过来都“飞快”
的。
“我们是从韶关过来的，国庆节出行人比较
多，
我们不想走太远，
所以一大家子来了株洲，
从
韶关过来就一个多小时。
”
游客付女士说，
人挤人
的国庆假期，周边游是她的首选，一家人难得都
有假期，想带孩子过来体验慢生活，在舒适的环
境中陪伴家人。高铁扩大了人们的活动圈，
自然
而然也就提升了株洲这一城市的活力。

64家企业进出口额实现倍增

坐旅游专列打卡株洲工业游
本报长沙讯 在株洲有一处地方，风光
秀丽，人文气息浓厚，拥有很多的美誉：
“神州
第一陵”、
“祈福圣地”、株洲市第一家 5A 级旅
游景区等，它就是炎帝陵。
炎帝陵位于株洲市炎陵，是炎帝神农氏
的寝陵圣地，被誉为“神州第一陵”，同时炎帝
陵以其在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目中拥有的特殊
地位和特有魅力，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圣
地·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因此，它成为了
炎黄子孙寻根谒祖、旅游观光、研究炎帝文
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多种活动于一体的
旅游“圣地”。每年都吸引着海内外千万儿女
前来祈福、祭祖、旅游。
人文之外，风光同样出众。炎帝陵景区
总体规划面积 122.5 平方公里。景区洣水环
流，古树参天，景色秀丽，庄严肃穆的炎帝陵
宫殿、古香古色的建筑群与秀美的自然风光
交相辉映，让整个炎帝陵景区蔚为壮观。
今年国庆，炎帝陵还为游客送出多项惊
喜活动：凡 10 月 1 日至 10 月 8 日当天生日的
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可免票入园，凡 10 月 1 日
至 10 月 8 日着汉服入园的游客，可免票入园；
与炎陵文化馆合作，把炎帝陵祭典、炎陵三人
龙、炎陵客家山歌、苏区歌谣、炎帝传说等炎
陵非遗项目展示出来，游客入园即可免费体
验活动；10 月 1 日至 10 月 5 日还有中秋灯谜大
会，游客可以免费参与阙门旁边中秋猜灯谜
活动，灯笼里藏着写有奖品的小纸条(百分百
中奖)，奖品为小国旗、发卡、祈福丝带、景区的
热卖品等。关注景区公众号之后，游客将再
获得 1 次猜灯谜的机会，游客可以拿着小纸条
到兑奖处兑换相应礼品。关注景区官方抖音
号再额外获得 1 次抽奖机会。游客朋友圈发
布指定的景区宣传推文，集赞满 68 个，赠送礼
品一份（中草药包）。
此外，株洲还与广东铁青国际旅行社携
手合作，以“工业+红色旅游”为主题，首次开
通横跨株洲全境长达 300 公里的旅游专列。
旅游专列从株洲发车，途经醴陵、攸县、茶陵
南站，终点站为炎陵站，共有 5 节车厢，可提供
500 个座位。
记者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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