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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多点支撑的产
业格局”， 加快培育工业经济发展的
内生增长动力。这一提法，在代表、委
员中引发热议，在全省工业领域引发
强烈共鸣。

提出多点支撑，可以说是形势所
逼、大势所趋、发展所需。

先说形势所逼。目前全省机械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工业的
比重超过20%， 成为全省工业发展的
绝对主力。有人用“机械行业打喷嚏，
全省工业闹感冒”这一形象表达来说
明机械装备制造业在我省工业经济
中的重要地位 。但自前年以来 ，受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加大以及物价
上涨 、 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叠加影
响，机械装备制造业保持多年的高增
长态势开始放缓 ， 发展速度理性回
归。受装备工业增速下滑影响 ，全省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也相应回落。面
对这种形势，倒逼我们不能把工业经
济增长的着力点集中在机械装备制
造业这一个点上 ，而应培育 、壮大多
个支柱产业 ， 改变机械装备制造业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产业现状 ，
提高工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再说大势所趋， 全国各地均把构
建多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产业
结构调整和工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目
标， 大家都在加快打造一批能支撑工
业发展的重点产业。沿海发达省市中，
上海市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过万亿的
情况下，又着力培育汽车制造、精品钢
材制造、生物医药等六大新支柱工业；
广东省形成8个支柱优势产业。中部邻
近省份中，湖北打造出汽车、钢铁、石
化、装备制造、食品、电子信息和纺织
等主导支柱产业并驾齐驱的格局；安
徽省形成了汽车、装备制造、家电、食
品产业四轮驱动的发展态势。 我们湖
南也不例外， 需要更多的产业来支撑
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 ，说发展所需 。我省经过这
些年先后实施“双百工程”和“四千工
程”，工业产业规模迅速得到壮大。涌
现出了机械、食品、有色、石化、轻工、
冶金、建材、电子信息 、军民融合等9

个千亿产业， 以及五矿有色1家千亿
企业，另外还有2个千亿集群和3个千
亿园区。这些千亿级的产业、企业、集
群、园区，极大地推动了我省工业经
济发展。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要实现
我省十二五规划中提出2015年经济
总量达到2.5万亿元左右，规模工业增
加值达到1万亿元，工业化率达到44%
的目标，我们还必须加快形成一批能
够主导工业快速发展壮大的产业。

为此，省委、省政府提出，紧紧围
绕加快实现工业强省目标，在继续支
持机械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的同时，
加快发展新的优势支柱产业，构建多
点支撑的产业格局，努力培育未来发
展新优势，确保湖南工业经济继续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

那么我们该如何构建多点支撑
的产业格局呢？

构建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不是
标新立异，更不是另起炉灶 ，而是新
型工业化发展思路的延续和传承、进
步和发展。产业的重点则是在继续做
大机械装备制造这一现有优势产业
的基础上， 把基础条件较好的食品、
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我省优势特色产
业作为新的支撑点来培育 。 具体来
说，重点是“四大板块”。

第一大板块：着力把机械装备制
造打造成万亿产业。

前面已经提到，机械装备制造业已
成为我省工业产业第一大支柱，工程机
械领域成功培育了中联、三一等这样的
装备制造企业巨子，并已成为湖南一张
亮丽的工业名片。正是由于有这样好的
产业基础，我们在构建多点支撑的产业
格局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毫不动摇支持
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努力将其打造成
为我省第一个万亿产业。

机械装备制造是一个大的产业
范畴 ，它包含10多个子产业 ，除了工
程机械，我们还将在这一领域选取一
批具有较强优势的子产业来重点扶
持，寻求产业内部新的支撑点 。比如
说，电工电器 、轨道交通和汽车及零
部件等优势子产业 ；矿山机械 、农用
机械、磁力装备、通用航空等基础好、
潜力大的特色子产业。

第二大板块：着力把食品产业打
造成第二大支柱产业。

食品产业虽是传统产业，但作为
民生产业，刚性需求大 。湖南作为农
业大省，稻谷、生猪 、茶叶 、淡水产品
等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但农副产品加
工率不高。随着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
升级和对食品需求的多样化，这一领
域可以挖掘的潜力还很大。

为支持食品产业发展壮大，省里出
台了《关于加快发展食品产业的意见》等
政策文件，并设立食品产业发展资金。下
一步，我省将加快发展粮食、肉类、水产、
精制茶、植物油等精深加工业，力争食品
产业产值在“十二五”末突破6000亿元，
整体实力跻身全国10强， 将其打造成为
我省工业的第二大支撑点。

第三大板块：着力把电子信息产
业打造成为支柱战略性新兴产业。

作为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建设数字
湖南的技术和物质提供者，迅速壮大
电子信息产业的现实意义重大。蓝思
科技、衡阳胜添 （富士康 ）、长城信息
等龙头企业持续高速增长，正推动电
子信息产业实现超常规发展，日渐成
为我省工业新的支撑力量。

这一领域，将重点打造平板显示、
LED、消费类整机及电子元器件、电池
及储能材料、物联网与云计算产业等12
条产业链， 形成一批聚集效应明显的
集群基地，力争到2015年电子信息产业

实现产值3200亿元以上，在战略性新兴
产业中成功打造标志性支撑点。

第四大板块：着力把新材料产业
打造成为支柱特色产业。

特色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和市
场竞争力的产业。我省有色金属资源
品种多、储量大 ，已形成采选 、冶炼 、
加工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发展新
材料产业优势明显，完全有条件将其
打造成我省工业发展新的支撑点。

根据全省新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和新材料未来发展趋势，这一领域将
重点发展先进储能材料、先进复合材
料、先进硬质材料、金属新材料、化工
新材料和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6大新
材料产业，并着力打造23条产业链和
30大类重点产品。努力打造一批国家
级技术和重点园区，力争到2015年新
材料产业产值达到5000亿元。

同时，脱胎于传统产业的先进装备
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 依托现有基础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完全有希望成为全省工业发展的支撑
力量。节能环保产业是一个符合两型要
求的朝阳产业， 存在广阔发展空间，我
省在节能技术装备、节能产品、节能建
筑等方面具有较好基础，完全可以作为
多点支撑新的一极来打造。

有了这些新的支撑点， 相信我们
湖南的工业经济一定会走得更加稳
健，全省经济实力也一定会更加强劲。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李伟锋）

⑦积聚正能量促发展 热点话题谈心录

万紫千红春满园
———我省工业如何构建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

据省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信息，
今年一季度， 我省规模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0.6%，增幅比上年同期和
全年分别回落6.4个和4.0个百分
点，这是最近几年比较低的速度。主
要原因是传统支柱行业如工程机
械、钢铁、建材、化工受市场需求变化
增速放缓、增长贡献率显著降低。

但是， 一些新兴产业发展明显
加快， 成为稳增长的有力支撑。一

季度，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52.7%， 在全
省工业39个大类行业中，已成长为
第10大行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了32.7%， 上升为第13大行业，
一季度汽车产量突破10万辆 ；还
有 ， 医药制造业增加值也增长了
21.9%，上升为第15大行业 ；跟节
能降耗、 废旧物资利用等相关的产
业增长速度也非常快。

■链接

新兴产业成为稳增长的有力支撑

禹振华

为悼念地震遇难同胞 ，4月27
日，四川省停止公共娱乐活动，8时
零2分起， 全省人民默哀3分钟，汽
车、船舶鸣笛，防空警报鸣响，向遇
难的196人表达哀悼之情。

全省哀悼 ，仪式庄严 ，意义更
超乎仪式， 表明了对生命的尊重。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23日召开会议进一步部署芦
山抗震救灾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
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为遇难同
胞和牺牲战士默哀。

近年来，哀悼日逐渐进入公共
视野。为表达对汶川大地震遇难同
胞的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
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这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普通国民设立
哀悼日 。其后的玉树地震 、舟曲特
大山洪泥石流，也分别举行了全国
哀悼活动 。设置哀悼日 ，或举行全
国性 、全省性哀悼活动 ，燃上一炷
祈祷的香烛， 以生者虔敬的悲情，
为逝者送上一程，也让生者倍加珍
惜每一天的幸福光阴。

灾难面前，我们都是幸存者，一

切受灾者都是我们的亲人。 尊重生
命尊严，绝不只是哀悼，更体现为“在
一起”，全力救援被困者，全力安置受
灾者———芦山地震 “黄金救援72小
时”期间，21477名救灾人员从废墟中
救出470余人，72小时之后，78岁老人
李玉明又被救出； 为了寻找芦山县
太平镇钟灵村一名失踪者，40多名
官兵用手刨、用锹挖，花了6天时间将
遗体找到；芦山地震，也是对汶川灾
后重建项目的考验，“汶川地震重建
房屋无一全部倒塌”，体现了把建筑
建得更坚固一点， 对幸存者呵护得
更周全一些……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
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 。”
地震中最广泛意义的“在一起”，见
证了一个国家对生命的尊重，阐释
着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根本宗旨，表
达了视民如伤的崇高理念。

今日雅安，天全中学的板房教
室里 ，传来朗朗书声 ；龙门乡的防
雨帐篷外，升起袅袅炊烟……坍塌
的废墟上，生活在继续。不久后，废
墟上将冒出青草，这是大自然关于
“离离原上草”的质朴表达，更蕴含
着我们生生不息的力量。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

哀悼，为每个生命的尊严

本报 4月 2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郑名湘 陈轲） 今天上午，全
省人大内务司法工作座谈会在长沙
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出席
会议。

涉诉事项归口办理、司法队伍监
督、代表联系是今年省人大内司委的
3项重点工作。其中，省人大常委会机
关受理群众反映的涉诉事项归口办
理工作开展1年多来，总体运行有序，
基本上做到了所有涉诉事项从省人
大内司委一个“口子”出。人大代表和
群众均认为这一做法更加规范，监督
更有权威。省人大内司委打算今年逐

步在全省推广该做法。目前，长沙、衡
阳、 娄底等市人大已经参照实行。在
司法监督方面，省人大内司委正着手
两项工作：一是建立司法人员执法台
账； 二是整合省直有关单位监督资
源，将其运用到人大对司法人员的监
督工作中去。

谢勇在讲话中指出，要准确把握
人大内司委的职责定位，紧扣经济社
会发展、民生保障、优化发展环境3个
中心， 集中精力做好今年的各项工
作，不断提高履职能力，齐心协力把
全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工作推上
新台阶。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尹华林）今天上午，全省政府
法制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对今
年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各
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近5年来， 全省政府法制工作在政
府立法、 规范性文件管理、 政府法制监
督、 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制服务等方面成
效显著。今后5年，全省政府法制工作将
根据省委提出建设“法治湖南”的总体部
署和“率先建成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和不断完善“一规划两规定六
办法”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全面提升政府

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努力朝着基本
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迈出关键性步伐。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行政
职能部门， 要按照推进依法行政、建
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要求，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进一步提升依法科学民主
决策水平， 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
作， 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强化对法制工作的领导，以扎
实的工作和务实的作风，努力把我省
政府法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充
分发挥政府法制工作在促进我省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全省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部署加快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

省人大内司委推广涉诉事项归口办理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姚学文 通讯员 易小箪 汤宏图）由
东亚银行集团全球员工捐资建设的
“萤火虫乐园”，日前在攸县坳乡中心
完小正式启用。这是上海宋庆龄基金
会—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在全国设立
的第21所“乐园”， 也是首次落户我
省。

攸县坳乡中心完小地处偏远山
区，学生大多为留守儿童，是该乡仅有

的规模较大的寄宿制小学。 此次捐建
的“萤火虫乐园”包含总价值32万元的
电脑、网络、投影仪等电教设备、教室
硬件和逾2000本图书的书库，同时向
全体学生捐赠了1000个“萤火虫60包
裹”（含实用文具和工具书）。

据悉， 该公益基金成立于2009
年11月， 是内地首家外资银行发起
设立的公益基金， 目前已募款近
2800万元。

东亚银行为攸县留守儿童建乐园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龙李强 黄旻）近日， 记者从
新成立的省新农村文化研究院获悉，

该院聘任的首批研究员已经确定。
这也标志我省农村文化建设有了“智
囊库”。

湖南新农村文化建设基金
会副理事长、省新农村文化研究
院院长龙佑云介绍说，首批研究
员共16人，其中不乏全省乃至全
国各领域顶级的专家学者。世界
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
物成中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学部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吕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
常委夏家骏等位列其中。

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
全省政府法制工作会议召开

聘任首批研究员16人

新农村文化建设有了“智囊库”

4月26日， 芷江侗族自治县民兵
开展防洪应急水上演练， 提高抗洪
抢险的应急能力。 柴均林 摄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施泉江）今天，省委、省政府
召开全省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省
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禁毒委
主任孙建国，副省长、省禁毒委第一
副主任盛茂林出席会议。

2012年，我省各级各部门狠抓禁
毒各项措施落实， 全省共缴获各类毒
品折合成海洛因3.66吨， 同比增长3.3
倍，深入开展“蓝结行动”第二季系列
活动，建设“蓝结家园”和禁毒教育基
地， 挂牌整治和督办一批涉毒重点县
市区， 重拳打击娱乐场所涉毒和外流
贩毒等，有效遏制了毒情的快速蔓延。

孙建国强调，要突出薄弱环节，狠
抓工作落实， 加快全省禁毒工作社会
化进程。要抓好社会化禁毒机制建设，
严格落实责任，充实工作力量，做好各
项保障，强化督促检查。进一步加强禁

毒协会、禁毒志愿者、禁毒义工队伍建
设，普及全民禁毒预防教育，深入开展
“蓝结行动”第三季活动，发动社会力
量参与禁毒工作。 要加强对吸毒人员
的服务和管控，完善落实各项政策，多
途径帮扶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和自主创
业， 鼓励和引导社会医疗资源参与自
愿戒毒和戒毒科研等工作。 要严打严
查毒品犯罪。 扎实开展特殊群体涉毒
犯罪、外流贩毒、合成毒品、娱乐服务
场所涉毒、网络吸贩毒等专项治理，严
肃查处“毒驾”、“容留吸毒”等违法行
为，着重解决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响
强烈的毒品问题。

会上，14个市州禁毒委主任递
交了2013年度禁毒工作责任状，还
表彰奖励了2012年全省禁毒工作先
进单位和个人，通报了9个纳入2013
年省禁毒委重点督办的县市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