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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黄陈武

今天，省统计局发布了1至5月湖南工
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随着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建设长株潭核心增长极、借力“一带
一路”努力“走出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逐
步落实，我省工业经济出现生产升、利润
增、重点行业发展强劲的向好势头。与此
同时，部分重点行业发展后劲不足、产品
价格持续走低、企业增效压力持续加大等
困难凸显，挑战严峻，需引起重视。

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齐升
今年前五个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速虽比去年同期低0.6个百分点， 但比
一季度快0.2个百分点。5月当月增势尤
好， 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
实现今年以来最快月增速。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步小幅增加。据

目前已有统计数据，1至4月，全省规模工业
实现利润总额440.84亿元，同比增长2.2%，
比去年全年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

汽车制造业成为我省朝阳产业
前五个月，我省规模工业中的高技术

制造业和高加工度工业来势喜人，其增加
值分别同比增长10.1%、10.5%，远高于规
模工业平均增速，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全省发展速度最快的六大产业为汽车
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医药制造业。其中，高居“榜首”的汽车制造
业1至5月增幅高达32.7%，在全省规模工业
39个行业大类中，对工业增长拉动力最强，
对全省规模工业贡献率达到15.0%。省统计
局认为，自去年5月以来，我省汽车制造业
增速不断加快，占比稳步提高，已成为当前
全省规模工业中的朝阳产业。

工业发展仍面临挑战
省统计局调研发现，目前，我省工业

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部分重点行
业增长乏力和利润大幅下降。

行业发展后劲不足存在多种原因：由
于供过于求，全省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发展低迷，1至5月增加值同比下降4.7%，增
速比去年同期低8.3个百分点，“去产能、去
库存”压力较大。由于面临“天花板效应”，全
省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
速持续下滑。由于行业“换挡”，5月全省有色
金属矿采选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0.0%，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速也大幅下滑。

今年以来， 全省规模工业39个行业大
类中， 有17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出现负增
长。此外，部分工业先行指标情况也不容乐
观。1至5月，全省工业品生产者价格平均同
比下跌3.6%，产品价格持续走低。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今年4月， 一项湖南省重大专项的验收，引
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人们赞叹：打造千亿产业还
得靠科技“利剑”！

这一重大专项为“竹材深加工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原来，湖南省是我国第二大竹产区，
但多年来竹材整体加工利用水平与其资源优势
却不大不相称：竹材利用率不足35%，全省竹材
年均产值仅70亿元。

2012年，湖南提出打造千亿竹产业。同年，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吴义强教授带领他的团队与
湖南两家企业一起承担了该重大专项。

经过3年多的产学研攻关，项目破解了竹材
加工4大关键技术难题， 将竹材利用率从不足
35%提升到80%以上！截至今年4月，该项目验收
时，已共计新增产值8.14亿元、新增利税1.19亿
元、出口创汇520万美元。

“产学研结合点石成金”的故事，近年来在
三湘大地上不断上演。

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 从一粒种子的诞
生到如今已成为造福世界的种业产业； 石雪晖
教授的葡萄研究， 改写了南方不适宜种葡萄的
历史，常德澧县还成为了南方的“吐鲁番”，不少
农民因种葡萄致富；刘仲华教授的茶叶研究，通
过产学研结合， 其成果先后推广辐射到50多家
植物提取物企业，形成了数十亿元的产业规模，
创造经济效益10多亿元……

湖南自2008年举行全省产学研结合创新大
会以来，各类创新要素向产业聚集，产学研金结
合越来越紧密。

企业渐成创新主体
这是一份来自湖南省科技厅的分析报告。
2015年湖南登记的777项科技成果中，企业

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登记成果达到 387项 ，占
49.80%，其次是大专院校193项，占24.84%；再次
是独立科研机构101向，占13.00%。

这份报告显示，在湖南，企业已逐步成为了
技术开发的主体。

这一变化， 源自2008年年底那场全省产学
研结合创新大会。

———启动实施了“湖南省促进产学研结合
重大专项计划”， 省政府每年安排专项引导资
金，用于支持产学研重大成果转化、关键共性技
术中间试验、工程化验证等引导投入。

———改革了重大专项形成机制。 实行创新
团队申报、产学研联合实施。承担主体为行业内
龙头骨干企业， 具有保证项目实施的科研条件
和资金保障能力。 技术依托单位拥有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各类研发平台。

———构建了一批由重点企业、 高等院校或
科研院所牵头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每年派遣大批科技特派员下企业到农
村，为企业和农民解决技术难题。

这一系举措， 构建了一个创新发展的大舞
台，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例如产学研联合实施的湖南省科技重大专
项。经初步统计，“十二五”以来，共突破关键瓶
颈技术216项，开发新产品和新品种234个，申请
专利446项，制定各类标准104项，新增产值100
多亿元， 在引领和支撑湖南省产业发展和民生
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与金融紧密“握手”
2011年10月， 湖南省第一家科技银行———

长沙银行科技支行在长沙高新区成立。4年多过
去， 如今全省已有14家科技支行或科技贷款专
营机构，累计为145家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4.1亿
元。

产学研金的核心是“金”。国外成功经验显
示，没有发达的创新创业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有
活跃的科技创新和蓬勃的新兴产业。

湖南自2011年开通湖南省科技金融网以
来，科技与金融的“握手”越来越紧密，多层次科
技创新创业投融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出台《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科技和金
融结合加快创新型湖南建设的实施意见》《湖南
省科技保险工作试点方案（试行）》《关于促进湖
南省专利权质押贷款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不断创新财政投入方式。近3年来，省本级
科技口和主要市州、 高新区用于科技金融的财
政专项资金累计11亿元，累计带动金融资本、社
会资本约230亿元投入技术创新领域。

创业风险投资稳步发展。2013年至2015年，我
省各级政府设立的注重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总规模达到20.9亿元。其中由湖南省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基金支持设立的湖南高新科技成果转化
投资基金，短短一年时间，投资5个科技企业项目，
总投资额为4225万元， 直接带动其他民营资金投
资14634万元，直接带动效益达到3.5倍。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大力推进。2015年，湖南
共44家企业开展专利质押融资， 出质专利257
件，质押金额3.9亿元。

更令人兴奋地是， 国家首批促进科技与金
融结合试点单位之一的长沙高新区， 经过几年
的探索，已基本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
的科技投融资体系。打造了集科技银行、融资担
保、小额贷款、科技保险、天使投资、创业投资、
上市挂牌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金融服务平
台， 可为科技企业提供从初创到成长乃至上市
的一系列金融支持。

“长沙高新区在促进科技金融结合方面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辐射带动全省科技金融结
合提供了模板和参考。”湖南省科技厅成果处负
责人介绍。

18条措施促成果转化
建立健全科技人员激励机制， 是促进产学

研金融合的关键。
今年初，一份《湖南省促进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正式出台。
该办法从改革科技成果处置管理方式、深

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等8个方面入手，提出
了18条具体措施，给高校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松
绑”： 明确对于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 (入股股
权)， 成果持有单位可按不低于70%的比例奖励
科研负责人、 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
团队。 鼓励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以无形资产出
资、联合企业共建法人实体的技术转移中心(机
构)；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设立专门的科技成
果转化岗位；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专业化技
术交易服务平台。并将专利申请与授予、科技成
果登记、 技术合同交易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
况作为对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考核评价的重要
内容和依据。

这意味着， 湖南将迎来又一波科技成果转
化的浪潮。

省统计局发布了1至5月湖南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认为———

工业稳中有升 挑战依然严峻

科技创新在湖南

产学研金联姻
助力产业腾飞

唱响湘音湘情
6月23日晚，演员们放声高歌。当晚，《走向世界的湘音湘情》合唱

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举行。即将赴俄参赛的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翼
之梦”盲童合唱团、长郡中学合唱团、湖南知青艺术团合唱团先后为观
众倾情演唱。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国飞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李起 ）6月22日，由
世界品牌实验室 (World� Brand�
Lab)主办的“世界品牌大会”在北
京举行，会上发布了2016年(第十
三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
析报告。在这份排行榜中，湖南广
播电视台总排名和品牌价值大幅
度上升。 总排名由去年90位上升
至总榜第80位， 稳居中国省级广
电第一 。其品牌价值由266.76亿
元上升为348.57亿元。

据介绍， 此次传媒业共有38
个品牌入选， 湖南广电排名位列

传媒第4。媒体前三为央视、凤凰
卫视和人民日报。“世界品牌大
会” 由世界品牌实验室 (World�
Brand� Lab)主办，每年会上均会
公布当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分析报告。世界品牌实验室总
部位于美国纽约， 由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 Mundell） 担任主席。作
为一家国际化、 专业性的品牌研
究机构， 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衡
量品牌价值的权威依据。 截至今
年，该榜单已连续发布13年。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总排名发布

湖南广电
居省级广电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