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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邹云 丁文杰 李丹

湖南省作为中部内陆省份，抓住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 加速推动企业“走出
去”，刚刚过去的2015年，在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进出口“双降”的情况下，湖南企业
境外投资额逆势增长近50%，成为经济增
长新支点。

境外投资逆势增长
居中部省份之首

新年伊始，位于白俄罗斯边境小城莫
吉廖夫的一家工厂内，中联重科与白俄罗
斯老牌卡车制造商MAZ集团合资组装的
首批工程机械产品成功下线，并顺利通过
海关联盟的测试认证。

“这一项目总投资3000万美元，其中
中联重科占七成。” 中联重科海外公司总
经理助理陶思阳说。

近年来，湖南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
加快，目前共核准境外企业1177家，实际
对外投资额75亿多美元，涉及投资国家和
地区86个，投资规模居全国前列、中部首
位。

“尤其是去年以来，前来咨询‘走出
去’的企业越来越多，去年湖南省商务厅
组织了20多场企业走出去对接会，结果场
场爆棚！” 湖南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和经济

合作处处长彭争说。
2015年，湖南核准境外企业180家，合

同投资总额近31亿美元， 同比增长44%，
其中中方合同投资同比增长53%以上。三
一重工投资1.7亿美元在巴西建设生产基
地；旗滨玻璃投资1.9亿美元在马来西亚建
立了浮法玻璃生产线；泰富重工投资2.2亿
美元在巴西成立合资公司建造了8条重型
船舶，从事海工和航运服务……

“湖南企业走出去有基础、有优势、有
特色、有成效。”彭争说，在工程机械带动
下，这几年钢材、玻璃、造纸、纺织服装、电
力等企业纷纷走出去。

从“借船出海”到“驾船出海”
在斯里兰卡建设5条道路13座桥及1

个污水处理厂、在孟加拉国投资30亿元修
建自来水厂、在老挝投资13亿美元修建公
路……近日，湖南建工集团在海外市场不
断收获大单。 集团董事长叶新平介绍，他
们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公司或者工
程项目部，1000多名管理及技术人员长年
征战异国他乡。

“湖南企业‘走出去’从‘借船出海’逐
步转变为‘驾船出海’，从完全依靠央企平
台承接‘二手单’逐步转为直接对外投标
履约。”湖南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说。

近年来，湖南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制药和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企
业和资源勘探开发企业强势出击，快速融
入国际市场，一大批优势企业在境外设立
制造基地、 研发中心和资源勘探开发基
地。

目前， 湖南战略性新兴类境外企业
256家， 资源勘探开发类境外企业124家。
尤其是从去年开始，一批上市企业纷纷把
目光投向海外，寻找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
机遇。

彭争介绍，从湖南企业“走出去”情况
看，项目并购在欧洲较多，投资在东南亚
比较集中。

2015年10月，三一集团发起组织中国
基础设施（能源）工商企业赴印度考察。受
到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印度总理莫迪接见
了考察团成员，双方就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住宅工业化等项目达成了一批合作意
向。 目前， 三一海外销售收入超过100亿
元。

构筑“开放型经济”新支点
在湖南， 从之前各地拼命“招商引

资”、不管什么菜都往自己篮子里扯，到现
在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是一种理念的转
变， 折射出一个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
级。

徐湘平介绍，湖南企业“走出去”，在

带动外贸发展，提高湖南开放型经济建设
水平，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带动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2014年，湖
南通过境外投资带动的贸易额累计超过
50亿美元，且以年均增速逾40%的速度快
速增长。 对外承包工程每新增1亿美元的
营业额可带动约1000万美元的进出口额。
目前湖南全省14个市州都有对外投资企
业，大部分县市区都有外派劳务。

这几年，湖南先后制定实施了“借船
出海三年行动计划”、“抱团出海三年行动
计划”，正在推进实施“国际产能合作”的
五年计划，大力推进企业走出去。

目前，湖南已在海外建立了9个园区，
并且通过“结对子”的方法，将国内园区成
熟的管理模式搬出去，这些园区成为湖南
企业海外落地的重要基地。

去年以来，湖南省专门出台对接“一
带一路”战略的行动方案，完善“走出去”
服务平台建设，精心组织“走出去”经贸促
进活动，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更便利的
政务服务。

“以前湖南只是立足中部崛起进行谋
划， 现在湖南的发展视角扩展到全国、全
世界，在国家纵深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大战
略中，找到新的支点。”湖南省发改委主任
谢建辉说。 （新华社长沙1月28日电）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陈薇）今
天，“‘礼赞·新湖南’湖南日报摄影师2015
精品展”在长沙博物馆精彩开幕。省委宣
传部巡视员魏委，省摄影家协会顾问张天
明，湖南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蒋祖烜，湖
南日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龚政文等和
众多嘉宾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蒋祖烜致辞说：“‘新湖南’
是我们的家园。 今天展出的150幅作品记
载了我们21万余平方公里、 美不胜收、让

人流连忘返的家园。‘新湖南’是我们的梦
想。 未来五年，7000多万湖南人的奋斗梦
想就是见证富饶、 美丽、 幸福的新湖南。
‘新湖南’是一个平台。‘新湖南’这三个字
源自67年前毛主席题写的《新湖南报》，目
前新湖南APP已经拥有了500万用户。让
我们一起为新湖南讴歌。”

据介绍，此次展览分为《美丽湖南》、
《繁荣湖南》、《幸福湖南》三个篇章，共展
出照片150幅， 这些精彩照片由湖南日报

社的多位摄影师拍摄，记录了“十二五”期
间湖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各
项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展示了三湘
大地涌现的可喜变化。其中《美丽湖南》篇
章重点展示了湖南的秀美河山、 森林景
观、湿地风光等，《繁荣湖南》篇章则以拍
摄湖南工业、农业等产业为主体，《幸福湖
南》篇章着重凸显湖南活力迸射的创业就
业形式、生态宜居的环境以及丰富多彩的
文化生活等。

本次影展由湖南日报社、 长沙市文
广新局主办，新湖南APP、湖南图片库、
长沙博物馆承办，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
有限公司协办。展览将持续至2月29日结
束，市民可免费参观。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举办以“新城·
新地标”为题材的抓拍赛，通过摄影师
的镜头呈现长沙市“三馆一厅”，展示地
标风采，体现长沙市民的幸福感、获得
感。

做好专项资金管理
“加减法”
省财政建立源头防腐机制
通讯员 吕朝阳 欧阳毅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如何把财政专项资金分配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省财政从减少自由裁量权入手，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
财政资金管理源头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
防范保障机制。

通过打破部门界限，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做好专项
资金管理“加减法”，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从2011年的4000
多项逐步精简到了2016年的82项。

“专项数量上的精简、单个专项的规范是治标。把规范的
要求、廉政风险防控的理念融入制度，打造全面、立体的权力
监督机制，才能实现标本兼治，长效治理。”省财政厅党组成
员、纪检组组长石建国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数量做“减”法，统筹协调破解部门利益
省财政通过“减、转、并”，破解专项资金管理部门各

自为政、利益格局固化的被动局面。
“减”：坚决取消政策变动、绩效低下的专项。“转”：严

格控制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的专项。“并”：切实归并目
标相近、方向雷同的专项。

2015年， 省财政取消了到期的污水垃圾处理奖补专项
5000万元；将湘江流域生态补偿奖补、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基础教育发展专项中的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资金、特岗教师资
金等专项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作为地方基本财力保障；将
教师队伍建设、科学奖励、建筑节能、林业防灾减灾、林业基
础设施建设、超级稻丰产工程等14个专项，与用途相近、支持
对象雷同的其他专项合并。同时，重点加强省级专项资金的
跨部门整合，集中财力办大事，特色县域经济发展工程、湘江
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两个“百千万”工程等省委省政
府重大部署均实现了跨部门资金联动。

管理做“加”法，规范权力推进标本兼治
在做好专项数量减法的同时， 省财政做好专项资金

管理的加法， 推动专项资金的实质性整合， 规范部门权
力，防控廉政风险。

整合后的82项专项资金， 做到“一个专项、 一个办
法”，“先定办法、后分资金”。坚持“绩效为先、全面评价”，
把绩效管理嵌入专项资金分配、使用、监督全过程，用好

“问效”的尺子。根据评价结果，近两年省财政先后压缩调
整了煤炭企业技术改造等5个绩效评价不高、管理滞后的
专项资金。坚持“预算公开、倒逼规范”，严格审批程序、资
金拨付时限、限制调整审批权限，从制度层面对症下药，
强化预算的刚性约束，构建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工业企业成湖南
专利获奖“大户”
中冶长天获中国专利金奖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李伟锋）省经信委今天发
布的“2015年湖南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报告”显示，去年全
省工业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3974件， 占全省发明专利
授权量的58.65%。在第17届中国专利奖评选中，我省获奖
的26个专利中有25个来自工业企业，其中中冶长天的“一
种环冷机台车”获中国专利金奖。

报告显示，2015年度湖南专利奖评选中，全省51个获
奖专利中，工业企业专利有44个，其中中车株机的“高粘
着重载货运机车Co转向架”获专利特别奖。另外，中车株
机、山河智能被工信部评为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标杆；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被认定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运用专利技术，工业新产品占比上升。去年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6636.45亿元， 同比增长
18.8%，较全省规模工业增长快11个百分点。全省工业新
产品销售收入占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17.1%，同
比提高3.8个百分点。按地区来看，新产品销售收入总额
排全省前三位为长沙市、岳阳市行和常德市。

从“借船出海”到“驾船出海”

湘企加速走向“一带一路”

礼赞新湖南
见证新成就

“湖南日报摄影师2015精品展”开幕
� � � � 右图 1月28日，摄影师们在参观摄影作品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 � � � 左图 1月28日，市民在观看展览。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