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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湛建阶 周彬彬

11月29日下午， 省工商联发布了
《2016湖南民营企业100强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经济下行倒逼民营企业
转型升级，民企百强中，7成企业加快了
转型升级进度。百强民企利润增长率由
负转正， 一举扭转利润水平下滑势头。
民企“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直接投资
成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海外
投资方式。

74家企业转型步伐
明显加快

面对经济下行和各种实际困难，
湖南省民营企业100强不断加大转型
升级力度， 74家企业转型步伐明显
加快。

截至2015年底， 民营企业100强
共拥有有效专利 14022项 ， 增长
39.40%； 有9家企业获得省部级科学
技术奖励， 38家企业牵头或参与制
定国际、 国家或行业标准， 99家企

业被省级以上科技管理部门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

2015年， 民营企业100强拥有的
国内商标数6412个， 国外商标数1053
个， 马德里商标数为119个。 其中， 43
家企业的自有商标产品收入占总收入
的100%， 自有品牌形成的收入贡献比
重日益提高。

12家企业开展了海外投资
2015年，民营企业100强“走出去”

步伐加快，出口总额为近5年来最高，达
到56.7亿美元， 比2014年增长25.25%，
扭转下滑势头，且增幅高于全省出口增
长率。 12家企业开展了海外投资，海外
投资企业或项目132个，累计海外投资
额11.5亿美元。 进出口10强中，出口额
最多的是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口
额为29.21亿美元，比2014年增加4.2亿
美元，增长23.6%。

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民营企业“走出
去”最重要的海外投资方式，有37家选
择；近六成企业投资首选亚洲及东盟地
区。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和物流服务网络

也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

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
利润增幅较大

报告显示，近五年来，民企100强
税后净利润出现较大波动，2012年、
2014年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2015年，湖
南省民营企业100强税后净利润摆脱
负增长， 增幅明显， 实现税后净利润
219.48亿元，增长率为33.72%。 医药制
造业、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出现较大幅度
的增长。

2015年，民营企业100强的三次产
业构成为1∶58∶41。 100强企业的数
量仍集中于第二产业，但营业收入和资
产总额所占比重出现下降。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入围企业数量最多。

6成集中在长株潭地区，
大湘西地区仅8家

从地区分布看，长株潭地区入围企
业63家，其营业收入总额和资产总额占
比69.01%、65.05%。 大湘南地区入围企
业17家，洞庭湖地区10家，大湘西地区8

家。 从市州分布看，长沙市入围企业最
多，达到49家，比2013年度增加了7家。
衡阳市、邵阳市分别入围9家、3家，数量
有所上升。 永州市入围1家，消灭了“空
白”。娄底等市百强企业占比下降较大。

投资最多的3个领域：
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015年， 民营企业100强积极向
国家政策鼓励的领域开展投资。 55家
企业参与中部地区崛起建设， 比2014
年增加6家， 增长了12.24%。

民营企业100强充分发挥市场敏
锐性， 抢先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投
资最多的三个领域是节能环保产业、
新材料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分别有36家、 20家、 17家企业。

民营企业100强稳健参与混合所
有制改革， 参与路径呈现多样化趋势。
有7家企业已参股国有企业， 4家控股
国有企业， 4家与国企共同发起设立新
企业。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段
云行 通讯员 黄首记 旷佩靓）11月
25日，娄底市纪委通报对该市六亩塘
镇笃庆堂社区信访举报件泄密问题
的查处情况，7名干部受到问责处理。

今年6月7日，六亩塘镇笃庆堂社
区居民陈某某等5人到省信访局上
访。 在获得陈某某等5人身份证信息
和举报信首页照片资料后，涟源市信
访局工作人员谭斌将相关信息发送
给六亩塘镇信访办原主任谢振理，谢
振理将收到的信息泄露给被举报人
所在社区党支部书记梁新安，梁新安
通过社区干部刘林华转发给被举报
人谭显军。 谭显军接收到信息后，便
打电话询问举报人，在言语上进行威
胁，并将信息发给举报人，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 谭斌、谢振理、梁新安、刘
林华等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组织纪

律。
9月28日，涟源市纪委常委会研

究决定， 给予谭斌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给予谢振理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 撤销其芙蓉群工站站长职务；
给予涟源市信访局副局长、 纪检组
长、 驻长沙接待处主任肖国核党内
警告处分； 给予梁新安撤销党内职
务处分、 建议六亩塘镇党委依法依
程序解除其定补干部职务、 罢免其
社区主任职务， 并提请涟源市政协
撤销其涟源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资
格； 给予刘林华党内警告处分； 给
予谭显军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建议
六亩塘镇党委依法依程序解除其社
区定补干部职务、 罢免其社区居委
会委员职务； 对六亩塘镇党委副书
记， 分管信访工作的刘林飞进行诫
勉谈话。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张颐
佳）今天上午，首届中国（长沙）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开放崛起论坛在长沙开福
区金霞经开区举行。省商务厅副厅长肖
彬在论坛上宣布，长沙将建设“进出口
商品全球集采平台”，开启全球集采、展

示展销新模式。
据了解，首届中国（长沙）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将于明年5月在长沙举
办， 以着力加强我省进出口品牌建
设，为海内外商贸界朋友搭建交易平
台。 会址设在长沙金霞保税区(湖南)

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将邀请海
内外超过1000家企业参展，展出数万
种进口商品和国内优质出口商品。

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党工委
书记裴文欢介绍，目前中部(湖南)进
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已开设金霞

馆、欧洲馆、韩国馆、澳新馆等4个馆，
展示交易30多个国家的2万多种商
品。 二期将增加美加馆、俄罗斯馆、葡
萄牙馆等，中心总面积将由现在10万
平方米增加到24万平方米，成为全国
最大的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这次论坛上，省贸促会和湖南嘉
德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就平台招商、企业培训、国际法务
援助等开展深度合作。

省工商联发布民企百强分析报告———

7成民企加快转型升级进度

群众举报遭泄露 7名干部受处分
涟源严肃查处一起泄密案件� � � � 11月30日， 建设中的长沙市渔业路延

长线建设现场。 渔业路是开福区内一条贯
穿东西的城市主干道， 其延长线西起家园
路、东至福元路，全长约1.3公里，其中约1
公里为隧道段。项目从去年11月启动建设，
目前， 下穿车站北路隧道封闭段主体已完
工， 下穿福元路隧道封闭段主体建设也已
进入尾声。 预计全线明年7月通车，届时将
填补车站北路和福元路两条断头路的交通
缺口，实现两路的无缝衔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欧阳金雨

11月29日， 省委非公有制经济工
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上，省委副书
记、代省长许达哲全面分析了我省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提出了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
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的工作思路。 讲话推心置腹、情真
意切，身处现场的湘商群体从中收获
了信心、开拓了思路。

近年来， 我省非公经济的 “成绩
单”很亮眼。 2015年，全省非公有制经
济实现增加值1.73万亿元，占GDP的比
重达59.6%；私营企业达44.4万户，占全
部企业数量的87.1%。 这来之不易的成
绩， 得益于中央为非公有制经济加油
鼓劲的政策环境，得益于省委、省政府
对非公经济的重视、引导，得益于国家
战略、湖南行动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

成绩固然可喜， 但总量规模不
大、产业层次偏低、管理不优、投资增
长乏力等依然是我省非公经济发展
必须直面的短板。 短板，既是差距，也
是潜力，更是全省非公经济施展“十
八般武艺”的大舞台。

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强调“三个
没有变”， 旗帜鲜明标注出非公有制
经济的“四个重要作用”“五个重要地
位”……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联组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就是动员、组织全省非公经
济力量积极投身“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建设的基本遵循。

刚刚召开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为我省非公经济的发展，无疑开辟了
新天地。“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新战
略，对于全省非公企业而言，是千载难
逢的发展机遇：不论是参与制造强省
建设，还是参与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
发展，非公企业都可大显身手，大有可
为。 数据显示，我省65%的专利技术、
75%的技术创新、80%的新产品都来自
非公有制企业。这表明，非公企业在技
术创新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主
体作用。

以“亲”“清”为内涵的新型政商
关系，既对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又对
企业家表达期待， 既强化全力服务
企业的使命， 又凸显全面加强党建
的底色。 “官”“商”交往要有道，既不
能勾肩搭背，也不能背对着背，要在
界限分明 、彼此清白 、公开透明 、依
法依规的轨道上良性互动。 同时，各
级各部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着
力解决“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等“三扇门”及“市场的冰山、融资的
高山、转型的火山”等“三座山”的问
题，非公人士、非公企业将有更多获
得感。

三湘时评

非公经济发展迎来重大机遇

开启全球集采、展示展销新模式
首届中国（长沙）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明年5月举行

长沙市车站北路隧道
封闭段主体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