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县按照发展新兴工业的定
位，大力推进工业园区外“退二进三”，园
区内“腾笼换鸟”战略，努力实现县域经济
的跨越式发展。

夯实载体引项目。扎实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以基础大夯实、优势大提升促推项
目大引进、发展大提速。 一是提升对接交
通网。举全县之力启动芙蓉大道北拓湘阴
段工程，着力畅通湘阴对接省会长沙的主
动脉。 扎实推进京珠高速复线、湘江沿江
风光带延伸到湘阴、湘江河道治理等项目
前期工作，全面融入长株潭半小时经济圈
的发展格局。 二是启动对接新城区。 采取
“两型引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产业支
撑”模式，启动金龙新区开发，前移对接长
株潭发展的阵地，打造县域经济新的增长
极。 三是打造对接核心区。 大力实施强园
兴工战略，将工业园洋沙湖片区、中国（湖

南）轻工产业园、金龙新区、漕溪港产业新
区统一纳入湘阴工业园， 着力构筑大园
区，承接大项目，兴旺大产业。依托漕溪港
深水资源优势，建设漕溪港产业新区。

招大引强上项目。坚持把招商引资作
为推动产业升级的第一抓手，着力招大引
强选优，全力推动产业扩张、升级增效。一
是突出重大项目抓招商。 对重大意向项
目，建立项目信息库，逐个明确引进方案，
确定专人跟踪。 把先进制造、光伏电子信
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招商引资主攻
方向，盯紧 500 强、央企、上市公司，集中
力量重点招商。 二是突出主导产业抓招
商。 坚持把先进制造、光伏电子信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的主攻方向，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扩大招
商，先后引进桂林国际电线电缆、善源生
物科技、天勤轮胎等项目。 三是突出产业

配套抓招商。 围绕主导产业，引进上下游
配套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
发展。

优化服务促项目。坚持把优化发展环
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工程，以抓经济建设的
力度抓环境优化。 一是优化帮扶服务。 对
重大项目， 由一名在职县级领导牵头，抽
调精兵强将成立项目建设协调指挥部，深
入开展联手帮促行动， 全力跟踪协调服
务，推动签约项目早动工、动工项目早投
产、投产项目早达效。二是优化金融服务。
积极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引进华融湘江
银行设立了湘阴支行，湘财证券设立了湘
阴营业部。 同时加快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信用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积极
争取发行企业债券，着力打造金融后援中
心，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三是优化
人才服务。

近年来， 邵东县委、 县政府深入贯彻
“兴工旺商、富民强县”战略，以新型工业化
为第一推动力，着力强化产业支撑，壮大规
模企业，工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连续五年
被评为全省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先
进单位”。

抓政策引领，促规模效应。 制定出台了
《关于加快邵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关
于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定》 等政策文

件，明确产业扶持政策的导向及重点，把培
育规模企业作为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
内容。 成立专门的产业发展领导班子，加大
扶持力度，做到一个产业、一名县级领导牵
头、一套工作班子、一套政策措施，积极为
重点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为企业发
展排忧解难，保驾护航。 设立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用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的引导、扶
植和奖励。

抓平台建设，促集群发展。 坚持以园区
为载体，重点推进县城经济开发区、生态产
业园等工业集中区建设， 加大园区基础设
施以及生产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增
强园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引导生
产要素向园区集聚， 生态产业园被列入全
省首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坚持以
“五个一批”为抓手，即动态储备一批工业
用地， 重点扶持一批传统产业龙头企业转
型升级， 引导鼓励一批本地老板转行兴办
工业企业， 招商引进一批县外知名企业来
县投资办厂，集中建设一批标准化厂房，全
县兴起大办工业、办大工业、办好工业的热
潮。 宾王扑克、永吉红包、盛风农机、晚安家
居、南车配件等 20 余家投资过亿元的大中
型企业相继落户园区。 以东亿电气集团为
首的打火机行业抱团抢占国际市场， 年产
销量突破 100 亿只，获“中国注塑打火机出
口第一县”称号；皮具行业近百家企业与中
国皮具协会共同培育 “中国书包之都”，书
包产销量占全国 70%以上，被授予“中国皮
具箱包生产基地”； 五金行业实现传统电
镀工艺的升级换代， 小五金大品牌的格局
逐渐形成，扳手产量占全国 30%以上。 邵东
“小产品、大产业”的发展格局正逐步形成。

抓技术改造，促转型升级。 建立健全以
政策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结合的企业技术改造之路,鼓励企业
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推动上下游企业在技术、人才和市
场等方面全方位整合， 推动传统骨干企业
向高科技企业转型发展。

近年来，我区认真贯彻落实省 、市关
于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一系列决策部
署，大力实施园区拉动、军民互动、创新驱
动、龙头带动四大战略，努力推进工业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 2013 年，实现区域规模
工业增加值 270.8 亿元，同比增长 15.1%。
国家新型工业化（军民结合·湘潭雨湖区）
产业示范基地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获国
家工信部批准,5 月 28 日获国家工信部授
牌。

一、实施“园区拉动”战略，大力拓展工
业平台。一是抓好省级经开区上档升级。九
华经开区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 完善
规划设计，加大路、网、水、电、气、通讯等基
础设施建设，于 2012 年成功晋升为国家级
经开区，并更名为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二
是抓好雨湖工业集中区建设。 根据两型社
会建设需求， 湘潭城区部分工业企业实施
“退二进三”， 在引导规模工业企业进入湘
潭经开区的同时， 努力为中小微工业企业
提供新的发展平台。

二、实施“军民互动”战略，大力推进军
民融合。 一是着力打造江麓军民结合产业
园、 江南军民结合产业园和雨湖军民结合
矿山装备产业园三大军民结合示范园。 二
是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 汽车及汽车零
部件、电子信息三大军民结合主导产业。三
是广泛开展军民融合。 从军工企业技术裂
变为民品企业 10 多家，为军工企业配套生
产的民营企业 20 多家，形成了军民融合发
展的良好态势。

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工
业转型升级。一是与湘大、科大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鼓励校企合作， 通过引进智力资
源、关键技术、合作开发等形式，促进了企
业的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 推动了高新技
术的发展。 二是鼓励扶持企业实施品牌发
展战略， 对获得国际国内品牌采取以奖代
投方式，大力扶持。三是鼓励院校和企业建
立健全技术服务平台。江南机电集团、江麓
机电集团等技术中心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平安电气股份公司、湖南至诚涂料公司
等技术中心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湘潭牵
引机车厂有限公司等技术中心获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 湘潭经开区还成立了院士工作
站。

四、实施“龙头带动”战略，大力促进产
业集群。一是抓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湘潭经
开区引进了吉利汽车， 园区围绕汽车产业
做文章，延伸和拉长产业链，引进汽车及零
部件生产企业 20 多家、 汽车物流企业 3
家、汽车 4S 店 20 多家。二是抓矿山装备集
群发展。 坚持发展以平安电气为龙头的矿
山装备集群， 在项目建设和资金扶持上予
以重点支持，集聚形成了牵引机车、三泓重
科等 10 多家矿山装备生产企业，在国内具
有较强的整体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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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醴陵市牢固树立产业兴市、工
业强市理念， 始终坚持新型工业化第一推
动力不动摇，全市形成了抓工业、兴产业的
浓厚氛围， 工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进
一步彰显。 预计 2013 年全市工业完成增加
值 273.7 亿元，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到 61.5%，比十一五末提高 6 个百分点。

以产业集群为主线， 做大做强支柱产
业。 把陶瓷、烟花两大传统产业作为立市之
本， 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和提质升级
步伐， 陶瓷企业全部应用了天然气清洁能
源，烟花产业安全药物得普遍推广，机械化
自动化装备应用广泛。 2013 年全市陶瓷、烟
花产业分别完成产值 424.4 亿元、171 亿元，
分别占全市工业总量的 53.9%和 21.7%。 服
装、机械、电子信息产业健康成长，成为了
醴陵工业的支柱产业。

以项目建设为重点， 增强工业发展后
劲。 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水电路气
物流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善配套， 提高了重
大产业项目承载能力。 全市共建成了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产业项目 58 个， 总投
资达 73 亿元。以加快园区发展为平台，打造
经济增长极。

以自主创新为动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 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提
高企业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近年来全
市工业企业引进重大技术创新项目 35 个，
技术改造投入 113 亿元。 以节能减排为抓
手，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
耗年均下降 10%以上，工业污染物排放全面
达标。 工业废水基本得到循环利用，主要工
业废弃物再利用比重达 90%以上。

下阶段，将“突出工业强市”作为三大战
略支撑之一，以产业振兴来支撑发展。

坚持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起抓。 着力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指导
思想，扶持壮大陶瓷、花炮、玻璃、汽车零配
件、服饰五大产业，培育引进新兴产业，构建
“5+X” 多极支撑产业体系。 坚持自动化生
产、集团化扩张、品牌化经营，抓好资源整
合、安全生产、市场拓展、技术研发等关键环

节， 促进传统产业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
牢固树立市场在经济发展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理念，今后政府的主要精力和资
金是根据市场规律扶持或引导建设产业发
展公共平台。

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一起
抓。 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依托制造
业拓展生产性服务，努力打造制造业和生产
性服务相互配套、相互协作的产业链，充分
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在技术进步、 节能降耗、
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重点发展关
联性强、拉动作用大的现代物流、金融、科技
信息、服务外包、现代商务等服务业，引导资
源要素集聚， 为促进工业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坚持招商引资和全民创业一起抓。 坚
持从项目开发、优化环境、强化责任等方面
入手，把握产业转移规律，争取引进更多更
好的工业项目。 毫不动摇地鼓励、 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充分释放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活力。

中共醴陵市委 醴陵市人民政府

突出产业振兴 强化发展支撑

邵东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沈志定

强化产业支撑 打造工业强县

中共湘阴县委常委 邹国良

以新型工业化推动县域经济大发展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区长 何锋

四大战略推进新型工业化

（本版图文均由省经信委提供）

开创多点支撑多极发展新局面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近年来，资兴市委、市政府把新型工
业化作为“大干新三年，冲刺百强县”的第
一推动力，始终坚持以绿色发展引领工业
经济转型升级，资兴被列为国家首批循环
经济试点示范市，连续五年荣获全省新型
工业化考核先进单位。

在发展理念上， 始终树立绿色意识。
突出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主题，努力推动
工业经济发展从“地下”向“地上”、从“黑
色”向“绿色”、从“冒烟”向“无烟”、从“卖
矿”到“卖水卖空气”转变。 坚持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两条腿走
路”， 培育壮大了以青岛啤酒等企业为代
表的食品加工产业，以杉杉科技等企业为
代表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以清兰高铁
配件等企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和电子
信息产业。

在发展布局上， 始终注重绿色保护。
在全市产业布局上， 坚持发展不唯 GDP，
对东部林业乡镇和南部库区乡镇不再考
核财税任务，让其将主要精力放在生态保
护上。 积极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产业向
园区集聚， 全力争创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在园区布局上：一是坚持绿色建园，突出
发展低碳环保产业， 着力建设生态园区、
科技园区。 二是坚持产城融合。 按照特色
鲜明 、优势互补原则 ，合理确定 “一区三
园”功能定位。三是坚持集约发展。坚持投
资强度、税收额度、科技高度、环保程度、
链条长度“五度”招商，对产业层次低的项
目限制入园。

在发展重点上， 始终突出绿色产业。
一是高新化提升优势产业。 积极应用高新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形态向
两端延伸、产业取向向绿色转变。 二是集
群化推进新兴产业。 把发展新能源、新材
料、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绿色产业作为发展重点， 在财税、土
地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促进了集群发
展。 三是规模化发展两型产业。 大力开发
东江冷水集中供冷、电厂余热集中供热项
目，打造“冷热联供”新能源基地。 大力推
进节能减排。

在发展服务上， 始终畅通绿色通道。
优质服务已成为资兴支持企业发展响亮
名片。 一是服务“保姆式”。 全面推行招商
项目代理制， 成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由
承办人员代办项目投产经营的审批报建
及相关事项，让企业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生
产经营上。 二是办事“一站式”。 建立完善
政务服务中心 ，实行 “一门受理 、并联审
批、一口收费、限时办结、跟踪服务”五位
一体工作模式。 三是收费“捆绑式”。 对
园区新上生产性项目报建涉及的 21 项行
政事业性和服务性收费实行合并征收，合
并收费标准从原来的每平方米 7 元下降
到 3.1 元，目前为郴州最低。

绿色理念引领工业大转型
资兴市人民政府市长 方南玲

采用长泰机器人的汽车生产线

湘潭平安电气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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