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撒胡椒面，精准帮扶。 ”这是衡东县帮扶
企业的新思路。

何为“精准帮扶”？ 县委书记吴伟生解释说：
“一企一策，让优秀企业更强更优；让有技术、有
市场、有发展潜力的困难企业尽快走出困境，焕
发生机；让僵尸企业‘安乐死’。 真正做到好钢用
在刀刃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

在带动衡东工业经济快速发展，造就“衡东
民营经济现象”的过程中，一批龙头企业功不可
没，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湘油泵）便
是这支精英队伍中的一员。

成立于 1994 年的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
司， 致力于发动机泵类产品的研发、 制造和销
售，主要产品为机油泵、发动机水泵、输油泵等
发动机关键零部件，设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是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确认的“中国内燃机工
业排头兵企业”。

然而， 优势企业要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并

非易事。 实力雄厚的湘油泵如何进一步扩充优
势，发展壮大？

企业所望，施政所向。 衡东县有关部门针对
湘油泵的发展难题，对其在缴税、职工参保等方
面给予适当优惠，降低企业成本，同时帮助其引
进人才，强化队伍。 一系列举措下，该公司在全
国同类企业中的领军者地位得以巩固， 企业主
导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占有率达 70%。 11 月 30
日， 湘油泵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
牌上市，企业迎来了发展机遇。

和湘油泵一样，红狮水泥、东健药业、华亚
玻璃等优势企业都是衡东县的重点扶持对象，
该县因势利导，倾情服务，帮其做大做强。 帮助
企业开展产业对接合作，拓展市场，支持企业上
市和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对总部设在本县并成
功在主板上市或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
业，支持其大量引进高层次人才，对这些人才的
个人所得税，县财政等额奖励给企业。 采取贷款

贴息、奖励、补助等激励措施，支持全县规模以
上企业实施扩产增效、设备更新、转型升级等技
术改造项目以及相关服务机构建设。

因企施策， 对症下药。 衡东县对产品有市
场、经营有效益、创税有能力，但暂时遇到困难
的企业，逐一分析、研究，制定相应举措，帮助其
摆脱困境，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该县确定湖南三
三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衡阳市南东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湖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作
为第一批重点帮扶企业； 由县政府融资平
台———衡鑫公司出资 5000 万元作担保金，向华
融湘江银行贷款 1.5 亿元，用于支持这些重点帮
扶企业的发展。

同时，针对负债太多、运行艰难、缺乏市场竞
争力的企业，衡东县鼓励其挂大靠强、兼并重组
或转型升级；对运行情况较差的企业，采取以厂
招商的形式，引进投资者参与企业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并对合资后的企业连续 3年进行奖扶。

“分类指导，一企一策，衡东县民营企业才
能逐步补齐短板、扩大优势，形成特色发展、整
体推进的良好格局。 ”衡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徐
志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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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目的指示标语，分类细致
的办事窗口， 热情的工作人员
……12 月 6 日，走进衡东县政务
中心，舒适的环境和优良的服务
令人欣喜。 正在窗口办理企业核
准登记许可手续的王先生介绍：

“以前办个手续，到处跑，费时费
力，现在程序精简了，效率大大
提高，工作人员态度又好，让人
舒心。 ”

今年来，为促进民营企业快
速发展，衡东县进一步优化政务
环境，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升级服务，建立“亲”和“清”的新
型政商关系，充分调动市场主体
活力。 按照“非禁止即许可”的原
则，放宽企业准入条件，落实限
时办结制。 发改、住建、人社、安
监、环保、国土等相关职能部门
深入企业，主动上门服务，告知
办事流程、政策、法规，坚决杜绝
“不教而诛”现象。 对重点企业实
行重点保护，禁止所有部门和单
位随意进入企业检查。 充分发挥
县委、 县政府督查室和县工业
办、县重点办的职能作用，对企
业反映的问题， 采用一事一督
查、一事一通报的模式，促使有
关部门尽快解决落实。

衡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推
行代办制， 赢得企业赞赏。 有一
次， 湖南谊德化工有限公司职工
来到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咨询过
户手续的办理。通过交流，管委会
职工了解到该公司的手续办理涉
及国土、房产、环保、安监等多个

部门， 便立即与衡东县政务中心
联系，召集有关单位，一次性办结
多项手续。 对于不便上门办理的
业务， 管委会职工主动带领公司
职工前往有关单位进行办理。 从
管委会接手办理， 到公司正式生
产运营，不到 1个月的时间。湖南
谊德化工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不
禁竖起大拇指：“代办制为企业
帮了大忙。 ”

既要温暖服务，也要严厉整
改。 为整治企业周边环境，肃清
发展障碍，衡东县严格执行有关
优化发展环境的文件精神，对到
企业无理取闹、寻衅滋事、强装
强卸、强揽工程等地痞地霸行为
做到“零容忍”，坚持露头就打，
严惩重处； 严肃查处党员干部、
国家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后
台”、“保护伞”行为。

今年 4 月下旬，衡东县恒裕
轻质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业务用
车和产品运输车多次在衡阳市
区被不明身份人员威胁和破坏，
严重影响了该企业正常运行。 得
知情况后，衡东县经科信局当即
与该县公安局联系， 寻求帮助。
该县公安局又与石鼓区、雁峰区
公安局联系，共同追查案件。 此
次联合执法成为该县严格治理
企业周边环境的又一生动注脚。

真抓实干谋发展，凝心聚力
书新篇。 随着各项促进经济发
展、惠及民营企业新举措的制定
和落实，衡东民营经济必将重振
雄风，创造更多奇迹！

罗荣桓元帅故乡、中国土菜名县、全国造林
绿化百佳县……在南岳衡山之东， 衡东县以其
深厚的人文底蕴、 秀美的自然风光和迅猛的发
展态势，辉耀着三湘大地。 这一项项绚丽夺目的
光环中， 民营经济也曾是令衡东人骄傲的一张
亮丽的名片。

衡东县工业基础较好， 以工业经济为主体
的民营经济独秀一方，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达
到鼎盛时期，被誉为“民营经济的衡东现象”，其
发展民营经济的经验在全省推广。

近几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产品
档次低、能耗高等结构性矛盾激化，衡东民营经
济进入了“寒冬”。

“衡东的优势在民营经济、 出路在民营经
济、发展的希望在民营经济。 重振民营经济的重
任落在我们这一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身上。

我们要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再次把
衡东民营经济的招牌擦亮！ ”今年 8 月上任的衡
东县委书记吴伟生的话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点
燃了全县干群的斗志。

上任伊始，吴伟生便率领衡东县委、县政府
一班人员，深入企业一线调研，倾听群众心声。
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问题， 多次召开会议商讨
对策，密集地推出一系列重振民营经济举措：

在中国共产党衡东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上， 县委将民营强县列入该县未来五年五个重
大发展战略之一；

在衡阳市第一个成立县工业经济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工业办，由一名副县级干部任办公室
主任，统一管理、协调、服务全县工业经济工作；

在衡阳市第一个将重点办从其他机构分离
出来，成立独立的正科级单位，全面负责全县重

点项目推进工作；
在全省第一个由县政府融资平台出资作担

保金，向银行贷款，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解决具
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流动资金困难问题。

“县委、县政府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程度前
所未有， 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措施的力度前所
未有， 全县各职能部门服务民营经济的热度前
所未有。 ”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志毅介绍说。

一项项务实的举措在实施，一个个困扰企
业发展的难题在解开， 一批批引智引资的重大
项目在洽谈签约。 全县民营经济呈现出春暖花
开的回暖景象：11 月 30 日， 湖南机油泵有限公
司“湘油泵”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
牌上市，开启了企业新一轮快速发展的征程；衡
阳天键锡业有限公司“傍”上全国最大的锡业生
产企业云南锡业集团， 打造三湘最大的锡锭生
产加工基地； 湖南三彰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进驻衡东，助推该县 3D 打印、高温合金等产业
发展；一批困难企业纷纷开展生产自救，开拓产
品市场……

民营企业家们深有感触： 虽然企业生产经
营还处在困难时期，但走出困境并不遥远，企业
发展的春天即将到来。

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弱，是衡东民营经
济的软肋。县委书记吴伟生多次强调：“要加快民
营经济发展，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早转型，
早主动，不转型，就被动。”衡东县抢抓机遇，积极
作为，为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构筑平台。

10 月 23 日，衡东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及
经开区、商粮局、财政局、经科信局等部门负责人
一行 10 人赴云南锡业郴州锡产业基地招商考
察，为该县衡阳天健锡业有限公司与云南锡业矿
冶有限公司的合作牵线搭桥。

衡阳天健锡业有限公司原本以生产半成品
锡锭为主，企业的技术、规模等都有较大上升空
间。 通过与云南锡业矿冶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合
资公司， 衡阳天健锡业有限公司将实现转型升
级，拥有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出成品锡锭、锡
合金、锡线等多种产品。合作项目建成投产后，将
达到 10 亿元以上的年产值，2000 万元以上的
年创税，提供就业岗位 300 个。

与之类似，衡东县与湖南三彰源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签约合金粉末及高温合
金生产项目，确定由该公司投资 1.2 亿元，提供
技术、人才，以推动该县 3D 打印、合金生产等产
业及相关企业的发展。

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衡东县发挥资源优

势、产业优势、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对接国
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大力招商
引资。 创新思路，积极开展定向招商、委托招商、
网上招商、小分队招商、亲情招商、乡情招商。 将
招商引资推向市场，培育扶持中介招商，开展专
业招商，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效益。 立足现有
企业，以企招商，以股权合作的方式引进战略投
资者，促使现有企业转型升级。果断处置“僵尸企
业”，盘活该类企业的土地、厂房、设备、专利权、
劳动力等有效资源，用于招商引资。 完善招商引
资政策，调动全县社会招商引资的积极性。 对重
大招商引资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赋予相

应的优惠政策。
同时，该县严格项目审核，坚决禁止引进高

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不断加强节能减排和
工业污染治理，大力抓好洣水沿岸化工冶炼企业
搬迁入园，推动园区冶炼企业优化升级。 大力培
植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企
业，加快形成新兴产业。

今年来，该县累计上报各类招商引资项目共
78 个，累计投资 63.2 亿元。 其中工业类项目 34
个，农业类项目 19 个，民生工程、现代服务业类
项目 25 个； 投资过亿的项目 8 个，5000 万元以
上的项目 18 个。第一、二批计划实施的重点项目
共 78 个，总投资 152.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3.9
亿元。 其中省、市重点项目 25 个，总投资 135.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2.8 亿元。 这些项目的建设
和实施，将成为衡东民营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精准帮扶 “一企一策”解难题

转型升级 产业引入“新动力”

优化环境� 铺就发展“快车道”

衡阳市委书记周农（左二），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周海兵（右二）在衡
东县委书记吴伟生（左一），衡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志毅（右一）的陪同下
调研县经开区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厂区

“寒冬”过后看春来
——— 衡东县重振民营经济纪实

何韬 王皆清 罗华 谭珍利 何雁翔

衡东县经济开发区一角 (本版图片均由衡东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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