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第九次党代会以来， 特别是 2008 年全
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
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加速推进湖南特色新型工业化，我省
工业经济实现了科学跨越发展， 对全省 GDP
的贡献率四年提高了 7 个百分点，成为了富民
强省的第一推动力。 2011 年，全省工业经济保
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态势，实现了“十二五”
时期的良好开局。 一是总量规模跃上新台阶。
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 8122 亿元， 规模工
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2.5 万亿元， 规模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超过 1250 亿元，分别是 2007 年的
2.8 倍、3.04 倍和 2.56 倍。电子信息产业成功跨
入千亿产业行列，全省工业领域千亿产业达到
8 个，比 2007 年增加了 7 个。 二是产业结构全
面优化。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增长
31.1%，规模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 24.1%。 规模

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9.48%， 六大高
耗能行业增加值增幅比全省规模工业平均水
平低 3.2 个百分点。 全省工业千亿园区达到 3
个，千亿产业集群达到 2 个，工业经济发展集
中度不断提高。 三是区域发展日趋协调。 全省
各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实施差异化发展
战略， 环长株潭地区核心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湘南地区开放崛起步伐明显加快，大湘西地区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及基地建设成效明显，工业
经济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四是发
展后劲明显增强。全年完成工业投资 4812.1 亿
元，同比增长 36.7%，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重达到 42.1%。富士康衡阳工业园、广汽菲亚特
乘用车、三一建筑机械技改等重大项目建设进
展顺利，将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省非
公经济实现增加值突破万亿大关，其中非公有
制规模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5434.67 亿元，占

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66.9%， 工业
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

当前， 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
变，我省工业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机遇和挑
战。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省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各项决策部
署，牢牢把握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主线，紧紧围绕“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四化
两型”的总战略和“两个加快”的总目标，更加
富有成效地推进湖南特色新型工业化工作。

一要突出“一个坚持”。 就是要始终坚持把
新型工业化作为第一推动力不动摇。 尽管近年
来我省工业化水平显著提升，但相比全国平均
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仍然是现阶段我省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 全省
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坚持把发挥新型工业
化第一推动力作用作为一项重大责任，立足于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优化、科技创新，着
眼于改善民生、 促进就业和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使工业经济成为支撑湖南在中部地区率先
实现全面小康、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两型社
会”建设新路子的主导力量。

二要突出“两个重点”。 就是要突出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多点支撑格局。 要依
托现有基础，发挥比较优势，继续推进工业经济
高新化、规模化、特色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
加快构建集创新性、开放性、融合性、集聚性和
可持续性特征为一体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要
深入实施大产业、大企业、大集群、大园区、大项
目建设工程，大力推进区域协调互动发展，积极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多点、多元、多
极共同支撑的工业经济发展新格局。

三要突出“三个结合”。 就是要坚持把新型
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促进工业园区
建设与城镇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产业集聚功能
与城镇承载功能同步提升、工业发展环境与城
镇服务环境同步优化， 夯实工业发展载体，筑
牢城镇建设支撑。 要坚持把新型工业化与农业

现代化结合起来，积极运用现代工业理念服务
农业发展，突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大力推
进农业产业化，促进我省农业资源优势加快向
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 要坚持把新型工业
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产
品研发、生产经营、节能减排、创新发展等方面
的应用和渗透，在深化两化融合中增强工业经
济发展支撑动力。

四要突出“四个发展”。 就是要大力推进转
型发展，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加快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服务业融合，推动工业经济加快由重工业化
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过渡、由粗放型发展向
集约型发展转变、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
跨越。 要大力推进创新发展，结合产业发展需
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创新服务体系建
设、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提升工业经济
核心竞争力。 要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加快传统
产业的“两型化”改造和“两型”产业的规模化
发展，不断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要
大力推进率先发展， 坚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
从更高的层次，科学谋划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工
作，力争在中部地区率先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
发展的新路子。

2012 年是“十二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全省新型工业化工作要紧紧围绕稳中求进、转
型升级的要求，着力抓好六个方面工作。 一是
着力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要加快重大工业项目
建设，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中小企业
与非公经济发展，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做
大工业经济总量规模。 二是着力加快工业经济
结构调整。 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布
局结构，加快改造提升机械装备制造等传统产
业，培育发展新材料、电子信息、文化创意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食品、有色等优势特
色产业。 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要加快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加强节能减排和淘汰
落后产能， 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

合，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实现我省
工业经济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
展。 四是着力提升开放合作水平。 要拓展深化
央企对接合作，大力承接产业转移，扩大区域
经济合作，在拓宽开放合作领域中集聚先进生
产要素，在扩大开放合作范围中开拓产品市场
空间，在提升开放合作层次中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 五是着力增强要素保障能力。 要紧紧抓住
能源保障、金融支持、土地供应、人才支撑等关
键环节，加大工作力度，创新服务举措，有效破
解影响工业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六是着力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 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
体系 ，提供优质服务 ，优化政务环境 、投资环
境、市场环境，切实形成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的强大合力。

省第九次党代会以来，我省新型工业化取
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湖南工业发展史上最好最
快的时期之一。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思想观念与时俱进，抓工业的氛围日益浓
厚。认识更加深刻。通过层层组织动员、开展专
题培训，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识到，“与沿海发
达地区相比，湖南发展的差距在工业，潜力在
工业，希望也在工业”。 信心更加坚定。 随着新
型工业化的深入推进， 湖南工业规模不断壮
大、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在全国排位持续前
移，各级各部门抓工业的信心日益坚定，工作
力度空前加大。 氛围更加浓厚。 各级党政主要
领导率先垂范，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亲自主持
研究重大问题，指导出台政策举措，研究部署
工业发展。 各地各部门纷纷结合实际，研究制
定推进措施，形成了合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浓
厚氛围。

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主导地位已经确
立。 总量规模快速壮大。 2011 年，规模工业实
现增加值 8122 亿元， 是 2006 年的 3.8 倍；规
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2 万亿元，达 25395
亿元，实现利润 1252 亿元 ，分别是 2006 年的
4.2 倍、4.5 倍。 主导地位日益凸显。 工业占全
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41.2%， 比 2006 年上
升 6 个百分点。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56.1%，成为科学发展、富民强省的主力军。
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工业的发展，支撑了全省
经济跨越发展， 湖南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位
由 2006 年的第 13 位前移至 2011 年的第 9
位 ；同时 ，有力带动了农业现代化 、新型城镇

化和信息化。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发展质量明显改善。

集聚发展程度明显提升。 2006 年至 2011 年，省
级 及 以 上 园 区 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年 均 增 长
25.3%；湘潭高新区等 8 个园区新晋为国家级。
大力实施“四千工程”，涌现出机械 、食品等 8
个千亿产业，长沙工程机械、岳阳石化 2 个千
亿集群，长沙高新区、长沙经开区、株洲高新区
3 个千亿园区， 五矿有色成为省内首家千亿企
业。 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建成了国家超算
长沙中心等一批创新平台，五年累计攻克关键
技术瓶颈 426 项。 2011 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
规模工业增加值 2702 亿元， 占全省规模工业
增加值的 33.3%，比 2006 年提高 4.7 个百分点；
湖南创新能力在中部六省排名上升至第一位。
产业两型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两化融合”加
快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成效显著，节能减
排、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全面完成。 全省六大高
耗能行业占规模工业比重比 2006 年下降 6.5
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重点领域改革顺利推进。 省属国有企业改革阶
段性任务全面完成；金融改革不断深化，资本
市场刮起“湘”旋风，五年新增上市企业 31 家；
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民间投资持续活跃，
非公有制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大关， 达到 11218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57.1%。 工业投入力度
明显加大。 2011 年全省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4812 亿元，其中工业技改投资 3315 亿元，分别
是 2006 年的 4.8 倍、5.7 倍。 对外开放步伐加

快。 省部（校、院）合作、央企对接、承接产业转
移不断深化， 目前在湘世界 500 强企业达 119
家，对接央企 69 家，一批湘企走出去成为跨国
并购的典范。

五年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历程极不平凡，不
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积累了许多宝
贵的工作经验。 归纳起来主要是“五个必须”：
必须坚持新型工业化第一推动力战略不动摇，
全力以赴谋工业、跳出工业抓工业，不断强化
工业发展的主导地位和引擎作用；必须坚持走
湖南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谋划部署加快
工业发展、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任务，牢
牢把握全省工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转
方式 、调结构 ，引导一二三产业 、产业链上下
游、大中小企业优化协作配套，推动工业经济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建立健全政策
支持与投入保障机制， 切实加强基础产业、基
础设施、基础工作，努力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
的环境和条件； 必须坚持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不断激发工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这些在实践
中积累的经验体会，应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
断完善。

当前，湖南发展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
点上。 各级各部门应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加强整
体统筹，改进方式方法，努力推动湖南工业发
展迈上新台阶。 其中，特别要注意从转方式、调
结构，推进“四化两型”、实现“两个加快”的新
形势新任务出发， 妥善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
系，着力提高工业科学发展水平。

妥善处理好发展传统优势产业与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
优势产业是支撑工业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 一
方面，传统产业并不等于落后产业，在相当长
一个时期内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 另一方
面，新兴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它往往脱
胎于传统产业并以之为发展基础，是经济转型
的重要支撑。 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既注重新
兴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促使其加快成长为先导产业和支柱产
业； 又重视用新兴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
动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高新方向发展，全面增
强湖南产业核心竞争力。

妥善处理好培育骨干龙头企业与发展中
小微型企业的关系。 企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石。
大企业强省，中小微型企业富民。 加速推进湖
南新型工业化，既要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大
集团，也要发展“铺天盖地”的中小微型企业。
一方面，要努力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 鼓励
企业兼并联合、对接合作，加快优质资源向骨

干企业积聚。 另一方面，要尽力做多做优中小
微型企业。 在优化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环境、促
进其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 充分发挥其门类
广、群体多、机制活的优势，鼓励其走专精特新
发展路子。

妥善处理好做强国有经济与做大非公经
济的关系。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按照这一制
度要求，做强国有经济是必然选择，做大非公
经济是必由之路。 必须坚持两手抓，促进二者
全面协调有序发展。 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
和发展国有经济，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
整，全面增强其控制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另一
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加快发展，破除非公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障
碍，充分释放非公经济发展活力。

妥善处理好强化科技创新与深化企业改
制的关系。 企业要发展，创新是灵魂，改革是动

力。 只有强化科技创新，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智力与人才支持； 只有深化企业改
制，才能充分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湖南科技和人才优势，不断
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另一方面，要以推进现
代企业制度建设为核心，深化企业改革改制步
伐，提升企业科学管理水平，充分激发企业内
部活力。

妥善处理好坚持新型工业化引领与推进
“四化”同步的关系。 湖南“四化”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其中新型工业化是中心任务，主导和引领
“四化”，为其他“三化”提供经济、技术、装备及
产品支持；其他“三化”反过来对新型工业化也
具有巨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当前我省仍处于
工业化中期阶段，必须紧扣主题主线，继续坚持
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 在强化其主导作用中推
动“四化”融合发展，不断提高科学发展水平。

把握机遇 创新发展
打造一流的有色金属矿业公司

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

2011年度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获奖单位名单
一、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一等奖”的市州
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岳阳市

二、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二等奖”的市州

衡阳市、郴州市、常德市、益阳市

三、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三等奖”的市州

娄底市、永州市、邵阳市、怀化市、
张家界市

四、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一等奖”的县市区

岳麓区、雨湖区、望城区、鼎城区、
长沙县、宁乡县、邵东县、浏阳市、湘乡
市、攸县

五、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二等奖”的县市区

雁峰区、云溪区、苏仙区、赫山区、
荷塘区、岳阳楼区、冷水滩区、临澧县、
汉寿县、醴陵市、桂阳县、双峰县、衡阳
县、湘阴县、汨罗市、宜章县、洪江市、
武冈市、吉首市、慈利县

六、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一等奖”的产业园区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长沙
经济技术开发区、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
区

七、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二等奖”的产业园区

湖南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区、湘
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株洲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湖南资兴经济开发区、
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八、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三等奖”的产业园区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湖南望城
经济开发区、湖南娄底经济开发区、湖
南常德鼎城经济开发区、 长沙雨花工
业园区、湖南岳阳云溪工业园区、益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九、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一等奖”的企业

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湖南金龙国际铜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巴陵

分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部件（长沙）有限公司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获“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二等奖”的企业

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韶峰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益阳鸿源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中冶京诚（湘潭）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台达电子（郴州）有限公司
湖南省电力公司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虎有色集团有限公司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东江湖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突出稳中求进 加快转型升级
努力实现全省工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省委常委、副省长 陈肇雄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打造全省经济新的支撑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1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
领导下，我委加强部门工作协调，加大政策措施
扶持，力促电子信息产业跨越发展，成为全省工
业领域第 8 个千亿产业。

立足深入实施 “四千工程”，在
做大产业规模上下功夫

2011 年， 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千亿大关， 达 1381 亿元。 其中， 软件业务收入
210 亿元，连续八年领跑中部六省；规模以上电
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65.9%，高于全
国平均增速 44.7 个百分点。 2012 年，围绕电子信
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2000 亿元目标， 稳增
长、保增速仍将是首要任务。 一是保持快速发展
良好势头。扶持长沙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尽快迈上
千亿台阶。支持湘南三市利用获批国家级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的重大政策机遇，承接更多产业转
移企业和项目。 二是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 扎
实推进数字湖南规划提出的产业发展 “十百千
万”工程，加快富士康、蓝思科技、介面光电、源科
高新、创芯集成电路、南车 IGBT 等项目建设。 三
是着力延伸产业链条。 着力发展新型显示、消费
电子、太阳能光伏、电池及储能材料、轨道交通与
汽车电子、软件和信息服务等重点产业。

着眼构建多点支撑格局， 在拓
展产业优势上下功夫

2011 年，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过亿

元企业达 160 多家 。 其中 ，过百亿企业实现零
的突破 ，过 50 亿企业增至 3 家 、过 10 亿企业
达 11 家。 但从优化产业布局、构建产业优势角
度看，电子信息产业需要加快培育一批带动能
力强、集聚效应突出的旗舰企业 。 一是加大企
业品牌培育力度。 培育一批管理规范 、主业突
出 、创新能力强 、行业影响力大的龙头骨干企
业，推动蓝思科技、富士康、中电 48 所 、长城信
息等企业跨越发展。 二是推动企业集聚集群发
展。 加快交通、能源、信息、通关等基础设施体
系和投融资服务 、共性技术等平台建设 ，引导
资金 、人才 、技术等要素向园区集聚 ，推动企
业、项目向园区集中 。 三是加快技术研发和产
业化 。 支持企业建设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

心 、工程中心 、工程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 ，突破
一批关键技术、高端共性技术和瓶颈技术 。 加
强产学研结合、 创新平台和创新联盟建设 ，推
进重大技术成果和专利产业化。 四是大力培育
新兴业态。 大力发展移动电子商务。 推动信息
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互动 ，加快数字内容产业
发展。 推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应用，培育发
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紧扣数字湖南重大部署， 在优
化产业环境上下功夫

2012 年，我们将按照《数字湖南建设纲要》
和《数字湖南规划》部署，抓好规划实施和项目建
设。一是加大政策支持。落实好国家、省有关支持
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投
入，争取更多市场和上级资源。 二是强化要素保
障。有针对性地做好企业用工、用钱、用电等生产
要素的保障协调工作。 三是做好协调服务。 全力
支持中移电子商务获得 “互联网支付”、“货币汇
兑”、“预付费卡发行与受理”三项业务支付许可。
稳步推进“数字企业”创建活动，确保完成年内创
建 3500 家“数字企业”目标。 四是抓好产业对接。
深化与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电子、中国电科等
央企的对接合作。 积极推动富士康、华为、中兴、
惠普等 IT 知名企业在湘加快发展。 借助海峡两
岸信息产业和技术标准论坛平台，促进湘台两地
产业对接与合作，推动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跨
越式发展。

全力推动石化产业更大更强
中共岳阳市委 岳阳市人民政府

2011 年，岳阳石化产业发展成为岳阳第一个
千亿产业，产值达 1038 亿元、税收 90 亿元。

全市聚力，优先发展石化产业
一是领导重视亲自抓。 市委书记、市长始终

把发展石化产业放在优于一切、 先于一切的位
置，对重大项目亲自对接，重要客户亲自陪同，重
点问题亲自协调。 二是政策支持引导抓。 引导企
业用好、用足、用活各项优惠政策。 出台地方优惠
措施，在资金、用地上给予重点支持。 三是优化服
务协力抓。 实行企业发展的“围墙法则”，围墙内
的生产政府不干预， 围墙外的环境企业不操心；
实行企业反映问题“挂号销号”制度，问题不解决
不销号。

壮大龙头，引领发展石化产业
一是支持新上项目。 全力争取中石化总公司

扩大在岳投资，布局更多项目。 “十一五”以来，中
石化在岳阳投资达 95 亿元，长岭炼化一体化等一
批大项目、好项目相继落户岳阳。 二是鼓励科技
创新。 建立石化产业技术联盟，设立“岳阳石化产
业科技创新专项”，支持企业攻克石化产业重大关
键技术和瓶颈技术，开发新产品新工艺。 三是保
障要素供应。 去年有序供电期间，全力保障长岭
炼化、巴陵石化用电需求，没有对企业拉一次闸、
限一天电，确保企业满负荷生产、长周期运行。

完善体系，集群发展石化产业
一是推动产品向两端延伸。 依托长岭炼化、

巴陵石化的资源和市场，抓好石化产业链条招商、
配套招商，促进大厂产品本地终端化。 二是推动
企业向园区集聚。 推动企业入园成群，集聚发展，
成功打造了云溪精细化工园、长炼特色化工园、临
湘儒溪农药化工园。 三是推动设施向产业配套。

集中建立大服务平台，促进基础设施向产业配套，
为石化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2011 年， 株洲高新区完成技工贸总
收入 1050 亿元，继长沙高新区、长沙经开
区后， 在全省第三个迈入千亿产业园区
行列。

抓载体建设，提升园区软
硬实力

一是大气魄推进园区开发。 五年来，
高新区河西示范园累计投资超 200 亿元，
开发工业用地 1.3 万亩，基本建成栗雨工
业园，全面铺开新马工业园建设。 二是大
力度开展园区融资。 通过开展银行贷款、
债券基金等模式，多渠道拓宽资金来源，
以高新区控股的高科集团、 天易集团两
大公司为融资载体，累计实现融资 150 亿
元以上。 三是大手笔打造企业品牌。 2011
年，全区新增“中国驰名商标”2 件，总数
达到 10 件，新增“湖南省著名商标”7 件，
总数达到 42 件。

抓产业集群，壮大园区经
济规模

一是大力引进两型项目。 重点围绕
战略性新兴产业，突出招大选新引强，先
后引进德国西门子、 日本三菱等一批知
名企业进区投资发展。 二是强力推进项
目建设。 成立了区级领导联系重点项目
负责制，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 三是着力做强产业集群。 助推株
洲高新区轨道交通装备、 有色金属深加

工 、 新材料等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
2011 年，园区有 3 家企业销售收入过 100
亿元。

抓创新发展， 转变园区发
展方式

一是加大企业孵化器建设力度。 先后
建成创业服务中心、 中小企业促进园、天
台金谷、硬质合金园、高科汽配园，在孵企
业 400 多家， 累计为园区输送毕业企业
100 余家。 二是加大企业自主创新扶持力
度。 先后出台 12 项创新政策，每年专项投
入 1000 万元科技创新引导资金， 每年拿
出 700 多万元用于奖励科技创新。 三是加
大企业人才引进力度。 先后出台五个关于
加强人才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开辟人才引
进“绿色通道”，不断加大高层次人才、来
区投资创业的科技人才的引进力度。

实施三大举措 锻造千亿园区
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2011 年 ，五矿有色控股以 “效益 ”为中心 ，
正确把握各种机遇， 加大海内外有色矿产资源
的获取、 整合， 继续保持在全国有色行业经济
效益最好、 发展速度最快、 最具竞争力的企业
行列。

一是把握机遇，创新发展。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寻找并控制国内紧缺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 积极
收购海外矿业公司、 冶炼厂和拥有先进技术的加
工企业，取得丰硕的成果。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国
内外稳定资源、 众多生产加工基地、 广泛营销网
络、资产质量良好的资源型企业，成为国内同行业
企业中拥有海外铜、铅、锌资源储量最多、产量最
大的企业，成为国内最主要的钨、铝、锑、稀土等产
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

二是把握关键，运筹帷幄。始终围绕紧缺有色

金属矿产资源获取、 先进技术引进的投资发展方
向， 优化配置有限的投资资源。 不仅重视战略驱
动，也关注机会驱动，以战略驱动为导向和主线，
以机会驱动为辅助和补充， 制定了一整套的投资
决策管理制度，对于投资决策流程、投资工作流程
有着明确的规范。 在多年的企业兼并重组投资工
作中，逐渐培育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核心团队。

三是立足长远，加速跨越。加快转变以外部扩
张为主的发展模式，将工作重心调整为“提高盈利
能力，加强内部深度整合，促进新项目达产达标”，
相机围绕核心业务开展对外并购重组； 在具体运
营模式上，将转变整体以冶炼为主的运营模式，转
向以冶炼与资源并重，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
力将深加工和新材料项目投资转化为公司未来增
长的动力。

立足新起点
奋力谱写湖南工业科学发展新篇章

省委副书记 梅克保

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钟民作典型发言

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主任李智作典型发言

联 合 主 办
湖南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湖 南 日 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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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
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表彰 2011 年度全省加速推进
新型工业化获奖单位的决定》）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作典型发言

岳阳市委副书记李志坚作典型发言

倾心打造富民强省第一推动力

2012 年 2 月 29 日，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领导梅克保、陈肇雄、陈叔红、王晓琴及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出席会议。 会上，省委
副书记梅克保作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肇雄作工作部署，省经信委等 4 家单位作了典型发言，一批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获奖单位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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