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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心懷國之大者
長沙：
奔向科創的星辰大海
科技創新如同一片探
不到底、望不到邊的藍海，
潛藏着無限可能。當前，全球
範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
勃興起，世界科技創新進入密集活躍
期。
「科技競爭就像短道速滑，我們在加速，
人家也在加速，最後要看誰速度更快、誰的速度
更能持續。」 習近平總書記說。
面對激烈競爭，湖南長沙心懷國之大
者，把只爭朝夕作為奮進的指引，把
跨越趕超當做最好的行動宣言，全
力奔向科技創新的星辰大海。
化定興

洞察科技創新的時與勢

「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
也。」 洞察時與勢，才能在百年
變局中佔得發展先機。
從時上看，科技創新既是時代的呼
喚、又是長沙發展的急需。全面落實
「三高四新」 戰略定位和使命任務是湖
南當前的發展主線，打造具有核心競爭
力的科技創新高地是其中重要一環，爭
當領頭雁的長沙責無旁貸。
「打造科技創新高地，推進科技自立
自強，實施強省會戰略，精神一脈相承
目標指向一致，長沙立足自身實際，加
壓奮進，揚優勢補短板，為推進高質量
發展闖出新路子貢獻科技支撐力量。」
長沙市科技局黨組書記、局長郭塨說。
從勢上論，長沙積蓄了一定的科技力
量。2021 年，長沙高新技術企業突破
5200 家 、 入 庫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業 4451
家；技術合同成交額突破 520 億元；高
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速 15%。去年，長
沙獲國家科技獎 13 項，創新能力在國
家創新型城市評價中保持排名前八，居
全國第一方陣。
據悉，近五年來，長沙獲國家科技獎
數量位居全國前列，第三代雜交稻、新
一代超級計算機等一批核心關鍵技術取
得重大突破，長沙產高通量新冠核酸快
速檢測試劑為全球抗疫貢獻重要力量。
中高端人才凈流入率穩居全國前三。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現
代化建設全局中居於核心地位。長沙市
取得的科技創新成果令人振奮和鼓舞，
這為長沙實施強省會戰略夯實了基礎，
也有利於長沙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國家戰略。」 長沙
市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副教授關媛媛
說。
不過，長沙與先進地區相比較，高新技術企業
數、技術合同成交額仍存在差距。因此，長沙沒
有驕傲自滿，陸續發布了《長沙市打造具有核心
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高地三年行動方案
（2021-2023 年）》《長沙市建設國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三年行動計劃（2021—
2023 年）》《長沙市 「十四五」 科技創新發展規
劃（2021-2025 年）》。這些成了未來幾年長沙
科技創新的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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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平台
強化戰略科技力量
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是國之重器、國之利器，必須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須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創新。
長沙始終心懷國之大者，聚焦高端創新平台引
育，不斷強化戰略科技力量。目前，長沙市各級研
發平台達 1502 家，其中國家級 67 家，總數位居全國
前列。
記者從長沙市科技局了解到，長沙不斷加速推進
「三區兩山兩中心」建設。長沙市國家自主創新示
範區完成擴區並建立高規格推委會和園區創新評價
機制；湘江新區謀劃建設湘江科學城，湖南自貿區
長沙片區首創外國人來華一站式服務中心；嶽麓山
大科城新增科創企業 2631 家，馬欄山視頻文創園新
註冊企業 744 家；嶽麓山種業創新中心加快構建 2+8
研發體系，嶽麓山工業創新中心推進半導體、新材
料研究院和人工智能創新中心建設。

鐵建重工成功研製國產首台大直徑全斷面硬岩隧
道掘進機

目前，長沙十個重大科技創新
標誌性項目建設正在加速推進。大
飛機地面動力學試驗平台完成滑軌
工程 「首聯澆築」，戰略性稀有金屬
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已完成科技部答辯；
半導體、汽車創新院完成事業法人登記，
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中心啟動建設，計算與
數字經濟創新研究院正式簽約落戶，先進運載裝備
與材料技術創新中心、極端環境電能變換裝置有序
推進。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國家
耐鹽鹼水稻技術創新中心、國家智能網聯汽車質量
監督檢驗中心、國家級中南大學科技園等國字號創
新平台落子長沙。
長沙還引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等區域標誌
性創新平台。與中科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同

華曙高科自主研發全套開源 3D 打印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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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大學、上海交大、港科大、港城大等形成全面戰
略合作。
一張張數字答卷繪就了長沙科技創新凱歌以行的
壯闊。去年，長沙突破量子點激光器、8 英寸集成
電路成套裝備等關鍵技術 37 項，銷售收入 2.25 億
元。39 個省 「三高四新」項目完成投資 17.66 億
元 、 研 發 投 入 11.03 億 元 ， 年 度 完 成 率 106% 、
119.3%；突破智能化電液一體多路閥、北斗三號導
航芯片等關鍵技術 103 項，銷售收入 26.23 億元。

藍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製的高端視窗防護藍寶
石材料，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具有強度高、硬度
高、光學性能優良、耐劃能力超強的優良性能。

激活科技創新主體
鯤龍 500 深海多金屬結核採礦車，由深海礦產資
源開發利用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研製，擁有完全自
主知識產權，獲 13 項發明專利，是中國深海採礦
技術發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該起重機由三一集團有限公司研製，被譽為 「全
球第一吊」 ，是全球正在服役的最大噸位履帶式起
重機。

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產業是科技創新的 「戰
場」。創新在完成打好地基的第一步後，還需要疏
通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
走進長沙高新區，ENOVATE 天際汽車呈現一派
創新氣象。天際汽車創立於 2017 年 9 月，是一家集
新能源汽車研發、生產、銷售和服務為一體的整車
科技企業，他們首創的 iMES 智慧增程系統，斬獲了
「中國心」十佳新能源汽車動力大獎。這個系統是
發動機和電機合二為一的增程器，當電機沒電時，
發動機可以直驅電機，控制系統會用功率跟隨的操
作，無損耗傳輸能量。正是因此，天際 ME5 綜合續
航里程達到 1012km，純電續航里程達到 155km，可
油可電，長途短途說走就走。
智能化已融入天際汽車的品牌基因，而藍牙鑰
匙，是天際汽車智能化優勢的一個體現，車主只需
要帶手機就可以實現開關門、啟動車輛的功能。面
對這個業內最前沿的概念，天際汽車的工程師開始
了大量的前期研究，以此確保汽車與個人信息的安
全。
「這不僅牽涉要將我們後台的用戶信息與用戶
車輛進行一對一綁定，還牽涉汽車整個龐大而複
雜的硬件軟件系統中的各個子模塊直接的相互配

合。這是一個工作量巨大而又非常枯燥的工作，
但最後我們都一一攻克了。」天際汽車工程師
說。
天際汽車董事長兼 CEO 張海亮博士告訴記者：
「長沙 『三芯一智』產業布局基本形成，智能網聯
汽車領域聚齊 4 塊國家級牌照，天際汽車能夠在長
沙落戶是一次機遇，我們的發展一定會越來越
好。」
湖南華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則由著名 3D 打印科
學家許小曙博士於 2009 年 10 月在長沙成立。公司已
成為中國增材製造行業頭部企業。截至 2021 年 12
月，華曙高科在全球客戶端累計裝機量已突破 600
台，海外裝機量約佔總裝機量 30%。這是華曙高科
在增材製造領域實施持續自主創新助力產業化戰略
的跨越式里程碑，標誌着華曙高科躋身全球粉末床
3D 打印設備細分市場的領先品牌。
而在前不久， 「科創中國」新銳企業榜出爐，
總部位於長沙的湖南視比特機器人有限公司和湖
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榜。據悉，
湖南視比特機器人有限公司致力於打造面向智能
產線與智慧工廠的最強控制大腦，團隊多項研究
成果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於操作系統及雲計算、大數
據安全產品的基礎軟件供應商，致力於推進國產
化安全應用，讓用戶的 IT 基礎平台更安全、更高
效。
高新技術企業能夠叫得響，需要下 「十年磨一
劍」的苦功夫，也需要相關部門鼎力支持。為推動
企業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
果轉化的主體，培育更多創新型領軍企業和科技型
中小微企業，長沙市對規上企業研發投入總量、增
量靠前的企業給予研發獎補，為 1885 家企業爭取省
研發獎補資金 4.58 億元。2021 年，企業承擔市科技
重大專項、重點研發計劃項目數佔比 70%、90%以
上。
日前，湖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公布 2021 年湖南省
中小企業技術創新 「破零倍增」典型案例擬入選企
業名單，共收錄 「倍增」企業 20 家、 「破零」企業
10 家；長沙分別有 9 家、1 家企業上榜。
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復有瀛海。科技創新
是一項永不止步的事業，讓從 「0」到 「1」的顛
覆式創新有源頭活水，讓從 「1」到 「N」的創新
支流不斷匯入，必能匯聚成現代化新長沙發展的
澎湃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