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年，我们不断进行了新尝试，实施
了新举措，取得了新突破，主要做法是：

1、强化组织领导。2006 年 2 月，我市在
全省率先成立了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
组，总揽全市工业经济工作。 书记、市长每
年均保持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作日在园
区、企业和项目现场。全体市级领导经常性
深入项目建设现场，调研园区建设。各区县
市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人对工业建设亲自
部署、亲自调度，不断加大了工业经济的指
导、督促和服务力度。 我市工业“全市一盘
棋、上下一条心、条块一股绳”。

2、突出工作重点。 每年突出一个重点，
围绕一个主题持续推进工作。 连续开展的
“园区建设年”、“工业项目建设年”、“企业
服务年”、“结构调整年”主题活动，夯实了
载体、 强化了后劲， 坚定了企业的克难信
心，提高了工业的整体素质，提升了部门的
服务水平，推动全市工业正朝着新型化、两
型化、现代化的方向阔步前行。

3、完善政策体系。 全力完善、优化、落
实惠企政策措施，使政策效应不断显现，惠
企力度不断放大。坚持政府引导，密集出台
了关于扶持企业做大做强、 激励企业科技
创新、促进园区提质升级、推动产业集群发

展、鼓励民资投资兴业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4、创新服务举措。 在全省率先建立和

完善了独立的经济运行调度体系、 规下企
业调度体系和产业协调工作、 推新考核工
作、旗舰企业工作、重点骨干企业等联席会
议机制， 建立了调度台账， 创新了调度方
法，提高了调度实效；服务企业上，相继开
展了“企业服务年”和“千家部门联系服务
千家企业”活动，特别是还创造性向企业派
驻了外协干部、“1115”工程特派员，赢得了
企业广泛赞誉。

5、拓展筹资渠道。加大财政投入。市本
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增加到 8300 万元，安
排了 3000 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标准化厂房
建设。 激活民间资本。 成立了 1000 万元的
“全民创业扶持专项资金”，对企业技改、创
新进行资金扶持。推行担保融资。通过举办
银企洽谈会等形式， 为各类工业企业融资
贷款 360 多亿元。

今年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几点举措：
一是做强企业方阵。 加大企业扶持力

度，分层次、分等级、分阶段的对工业企业
实施梯度培育。 实施“1115”工程，兑现落实
“三特”政策，壮大龙头企业；实施中小企业
成长工程， 抓好 300 家以上规下企业的调

度，培育规模企业；以乡镇为区块、以家庭
为单元，发展实体经济，把小微企业做多，
做成群落。

二是提升园区经济。 打好“园区攻坚”
战役， 做好中联重科千亿产业走廊、“芙蓉
王”现代新城、常德经开区“千亿园区”的发
展规划，全面落实“退二进三”等政策措施，
提质中心集镇的配套功能。 特别是以权力
下放为突破口，全面落实工业园区“一权两
制一司”的工作要求。

三是提速转型升级。 重点支持装备制
造、烟草、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优先发展，大
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 扶持和发
展。 特别是落实全会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
制”的要求，通过严控“两高”项目、淘汰落后
产能、加强工业节能督查等措施，抓好节能
降耗。

四是助推全民创业。全会中指出，要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
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将立
足资源优势，引导千家万户开展家庭式、作
坊式大生产，围绕“一个产品、一条链条；一
个区域、一批企业”的理念，推动全民自由
创业，着力打造“小产品、大产业”。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工业是推进
科学发展的核心。 2013 年，岳阳工业努力克服
各种不利影响，着力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扩
总量、强质量、提增量，工业经济继续保持平稳
较快发展， 预计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 4700 亿
元，增长 10.7%；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1200 亿
元，增长 11.6%。 主要做法：

一是真心实意重视工业。市委、市政府始终
把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发展的第一推动
力，主要领导经常深入企业调研，与企业家交朋
友；召开在岳央企和省属企业座谈会，收集意见
建议，协调解决问题；参与项目洽谈对接，加快
项目签约落户、开工建设，全市工业园区投资
过千万的竣工项目达 100 个、在建 69 个。 预计
全年完成工业投资 810 亿元 、 工业技改投资
780 亿元，分别增长 18%、16%。

二是真抓实干发展工业。做大龙头，石化产
业实现年产值过 1400 亿元；食品产业年产值达

1003 亿元，成为全市第二个千亿产业集群。 预
计全市工业园区完成技工贸总收入 1700 亿元，
增长 17%。 做强非公， 深入贯彻落实中小微企
业、非公经济发展的系列政策，非公经济增加值
达 1190 亿元，增长 11.7%。岳阳连续第 6 年获全
省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工作考核一等奖。
做优结构，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电子信
息、 生物医药、 循环经济增加值增幅均超过
20%；大力推进企业自主创新，预计全年实现高
新技术产值 1700 亿元、增加值 430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20.2%、16.3%；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攻
坚，万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率 11%；大力
推进“两化” 融合发展，成功创建 500 家数字企
业，加快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示范城市建设，岳阳
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做实服务，扎实开展
联手帮扶企业行动，深入开展“融资服务年”和
“管理提升年”活动，90 家市直单位对口帮扶 90
家重点企业，24 名“80 后”县处级后备干部到企
业挂职服务，继续推行企业问题“挂号销号”制
度 ，110 个重点问题已解决 103 个 ， 办结率
93.6%。

三是真材实料考核工业。 把工业发展作为
民本岳阳绩效考核的重点，一月一调度，一季一
预警，半年一讲评，年终评优劣。 年中和年底分
别召开全市项目建设流动现场会， 全体市级领
导和市直单位、 各县市区主要负责人赴各县市
区看项目，找出差距，评出动力，比出干劲。

2014 年，岳阳工业发展将以改革创新为主
旨，以两型发展为主题，以转型升级为主线，稳
中求进、进中提质，全力打造岳阳工业经济升级
版，力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技术改
造投资增长 20%， 万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降
低 6%，非公经济增加值增长 16%，园区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长 16%。 工作重点： 突出 “一带引
领”。 以湖南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为核心，加快
沿江开放开发，致力建设岳阳长江万亿经济带，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推进“两化融合”。大力推
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快“数字岳阳·智慧城市”
建设，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 深化“三
项治理”。着力转方式促升级，深化中心城区“退
二进三”、耗能企业“关停并转”、重点行业清洁
生产三项治理行动，把岳阳建设成为“一座可以
深呼吸的城市”。 坚持“四轮驱动”。 坚持龙头企
业带动、骨干企业促动、中小微企业拉动、科技
创新驱动，努力形成点面结合、内外协调的发展
新局面。强化“多点支撑”。进一步推进湖南岳阳
绿色化工园、 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等多个园区
基础建设升级，市、县、乡等多级环境优化升级，
土地、融资、用工等多重要素保障升级，为工业
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近年来，长沙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绩
斐然。 2013年长沙工业总产值达到 9500亿，规
模工业总产值突破 8000亿，规模工业增加值增
速达 14%，高于全国 3.8 个百分点、全省 2 个百
分点，在全省排第一位，在中部六省会城市中总
量第三、增速第二。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长沙市委十
二届六次全体 （扩大） 会议的精神， 长沙要在
2018年实现“产业倍增”。 而 2014 年就是实施
“产业倍增”的关键之年，长沙将科学应对、积极
作为，稳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昂首走在全省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前列。

1、优化布局，推进集聚发展。 一是构筑
三大集聚区。 按照企业集中、产业集群、资源
集约、功能集成的要求，对“四区十园”进行
整合和提升， 明确每个园区 2—3 个主导产
业，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和特色产
业集群，促进优势互补、形成错位发展，打造
一批现代城市工业经济综合体，形成东、南、
西三大产业集聚区。 二是推动产城融合。 实
施产业提速与城市提质双核驱动、生态建设
和民生建设双管齐下，打造功能齐全的“产
业新城”。 三是创新园区管理。 加快园区体制
改革，创新绩效考核办法，加强队伍建设，着
力园区对应综合服务设施建设。

2、调整结构，推进高端发展。 一是全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聚焦技术优势，在软
件与信息服务、新材料等抢占高点，推动制
造业高端发展。 二是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在
扶优扶强工程机械、材料的基础上，推动食
品、烟草裂变为两大千亿产业集群，推动汽
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成长为新的千亿产业
集群。 三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运用先进技
术，改进产业装备水平，增强技术含量和创
新力。 四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加快发

展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电子商务等生产性
服务业快速发展。

3、转变方式，推进创新发展。一是强化技
术创新。 攻克核心关键技术，加快产业化进
程；加快新产品开发和新工艺应用，遴选推
荐 30 项省级新产品， 评选 100 项市级新产
品；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标准化建设工
作；搭建创新平台，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二是强化管理创新。 加强企业战略、营销、质
量、风险管理。 支持企业实施创新人才激励
机制，积极探索各种激励措施。 三是强化服
务创新。 重点推进融资担保、管理咨询、创业
辅导、 协同创新和上市对标等公共服务项
目。

4、紧抓项目，推进持续发展。一是明确项
目引进方向。 着力引进 20 亿元以上重特大
产业项目和 10 亿元以上产业链核心配套项
目。 二是明确项目引进目标。 四个国家级园
区各引进一个投资过 50 亿元的项目，其他园
区各引进一个投资过 10 亿元的项目。 三是
明确项目开工期限。 加强前期服务，争取尽
快落地，新开工 20 个 10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5、综合施策，推进两型发展。一是推进两
型改革。创建 2 个以上两型园区和 20 家两型
企业。 二是推进清洁生产。 实施工业清洁生
产规划及三年行动计划，强化清洁生产审核
和清洁生产项目建设。 三是狠抓节能降耗。
实施能效提升行动，提高系统能效水平。 四
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6、注重互动，推进融合发展。一是建设信息
服务平台。加快信息化平台的应用推广，加快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二是促进两化深度融合。加快
推进产品智能化、装备自动化、管理信息化。 三
是建立企业首席信息官制度。 鼓励和引导企业
建立首席信息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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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要求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二中、三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
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
个领域各个环节，以分类指导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为总揽，促进“三量
齐升”，推进“四化两型”，着力激发
市场活力， 着力转方式调结构，着
力推进节能环保，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
区域协调、 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 本刊选择部分市州
领导同志介绍各地促进转型升级
的做法和经验，集中刊发，供大家
交流学习。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明确提出打造中
国经济升级版的重大战略任务。 娄底市作为
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
和决策部署，突出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努
力使产业结构变“轻”、发展模式变“绿”、经济
质量变“优”、生态环境变“美”，在资源型城市
转型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

以“四转三化”为途径，完善发展思路。 长
期以来， 娄底市传统重化工业比重过大，钢
铁、有色金属、建材、煤炭、火电、化工等行业
占据了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发展方式粗放，
资源日趋枯竭， 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转型发
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十分迫切。
我们在深入调研、全面论证的基础上，综合考
虑发展基础和产业实际，提出了“四转三化”
的发展思路。 “四转”，就是从单一重化工主导
向多元主导的工业产业结构转变， 从粗放型
增长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转变，从
独立分散的经营模式向互利共赢的联盟合作
转变， 从依赖资源的传统工业为主向以资源
节约、 环境友好为目标的传统工业与新兴工
业并举转变。 “三化”，就是传统产业高新化，
新兴产业规模化，特色产业集群化。 按照这一

思路，全市工业正朝集聚集约、转型升级、做
大做强的目标不断迈进。

以转型升级为目标，优化产业结构。 一是
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把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作为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 用高新技术向
循环经济优势转变， 使简单粗放式加工向精
深加工转变。 目前，娄底市的几大传统支柱产
业都采用了国际国内先进技术和工艺， 总体
上摆脱了原来“傻、大、黑、粗”的格局，焕发出
新的生机活力。 二是优先扶持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 把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转
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新上了一批新材料、新能
源、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新医药等大项
目，为工业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在当前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这些产业逆势上扬，产
值和增加值同比增幅达 30%以上。 三是整合
提升特色产业。 娄底市的农机、煤机和电子陶
瓷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市场份额，
但原来相对分散。 我们重点在整合上做文章，
引导支持组建特色产业集团， 初步打造了中
南地区小型煤机、 农机生产基地和电子陶瓷
生产基地。

以靠大扶强为手段，延伸产业链条。 一是

围绕大企业集聚中小企业， 实现集群式发展。
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解放思想，摒弃“宁为鸡头、
不为凤尾”的落后观念，加强与大企业的对接
合作和产业整合， 形成了精品钢材及加工、建
材产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煤炭深加工、煤
机机电、农机制造、特种陶瓷等特色产业集群，
特色产业占全市规模工业的比重达到 80%以
上。 二是依托大企业做优产业体系，延长产业
链条。 对接涟钢、冷钢、三一重工等龙头企业，
大力发展上下游产业。 依托中国五矿组建锑业
集团，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延伸产业链条。 三是
依托本地资源，扶优扶强骨干企业。 利用本地
资源和产业基础，围绕传统支柱产业和特色产
业，推进兼并整合，努力实现规模化、集团化发
展。 比如，积极引导农机企业整合，使 300 多家
农机企业组建成 9 家农机机械集团，农机产业
总产值两年翻了一番。

近年来， 郴州市始终坚持把新型工业化作
为富民强市第一推动力，促进总量提升，加快转
型升级，工业经济取得显著成绩。 预计，2013 年
全市工业总产值突破 270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突破 960 亿元， 分别是 2009 年的 2.9 倍
和 3.1 倍，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总量居全省
第 3 位，比 2009 年提高 4 个位次。

2011 年以来，先后出台并实施了《郴州工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 12 个发展规划、《关
于推进工业转型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等“1+
5”政策文件、产业大转型三年行动计划“1+3”
政策文件、郴州有色金属“五个一”战略体系建
设“1+5”政策文件，明确了发展思路，强化了发
展措施，形成了发展合力。

抓项目建设，着力增强发展后劲。 始终把
工业项目作为助推经济增长的引擎，推动项目
建设上水平。2009-2013 年，累计完成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 2088 亿元，年均增速超过 28%；平均
每年重点调度 100 个重大工业项目（其中市级
领导每年联系重点工业项目 25 个），每年有 30
个以上的重大项目竣工投产， 可新增产值 200
亿元以上。

抓园区发展，构筑完善发展平台。 把园区
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
场，推动园区发展。 与 2009 年相比，全市园区
规划面积增长了 1.8 倍， 园区技工贸总收入增
长了 3 倍，园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超过 30%、总量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提高了 32 个百分点。

抓协调服务，全面激发发展活力。 持续开展
“新型工业化奋进年”、“工业项目建设年”、“园区
建设跨越年”、“中小企业服务年”、“作风大整顿
发展环境整治年”等多项优化发展环境。 加大财
政支持力度， 新型工业化产业引导资金由 2009

年的 1250 万元逐年增加至 2013 年的 6500 万
元；制定考核评价体系及奖惩办法，严格考核奖
惩，激活了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

2014 年，继续坚持新型工业化第一推动力
不动摇，坚持改革创新不动摇，进一步做大规
模、提升质量、提高效益，打造郴州工业经济升
级版。 力争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23%，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2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13.5%、突破 1100 亿元。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强力推进工业化与信
息化深度融合，重点支持优势企业发展及重大产
业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和培育电子信息、先进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产业集群，不断提高新
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 着力构建“一核
四极多区外环”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力争服
务业增加值增长 12%以上。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重点加快有色金属
“五个一” 战略体系建设， 大力发展精深加工
业，推进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加快氟
化工产业基地、石墨精深加工基地、烟叶生产
及深加工基地建设， 抓好煤矿企业提质扩能，
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

加快发展园区经济。 深入实施“产城融合”
战略，进一步抓好园区扩容提质，加快完善园
区设施、产业和服务配套，健全落实园区用地、
用工等保障机制，增强园区综合承载力和竞争
力。 力争园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6%，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提高 2 个百分点
以上；郴州高新区成功创建国家高新区并打造
成千亿园区，郴州经开区和资兴经开区创建国
家经开区取得突破。

突出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全力推进 61 个
年投资亿元以上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发挥有效
投资对于做大总量、调优结构、提升质量的关
键作用。 创新服务举措，完善配套政策，确保要
素供应，加快培育一批标志性工业企业。

娄底市委书记 龚武生

打造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升级版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郴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瞿 海

岳阳市委副书记 李志坚

全力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

常德市委副书记 宋冬春

打造常德工业升级版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何寄华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华菱涟钢冷轧薄板生产线 （本版图文均由省经信委提供）

中联重科生产的大吨位起重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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