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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百户大型骨干工业企业精准帮扶活动
编者按：

今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政府工作报告作出的“继续开展百户大型骨干企业精准帮扶活动”部署及要求，始终保持加速推进新型
工业化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切实解决了一批企业反映强烈的困难和问题，取得良好成效，不断巩固工业经济筑底回升的良好态势。现继续推介部分市州、县
市区和园区精准帮扶企业的做法，供参考借鉴。

完善帮扶政策。出台《2017 年常德市千名领导
干部服务千家企业活动实施方案》， 从惠企政策、
要素保障、减负减压等方面多管齐下帮扶企业。 研
究制定进一步降低工业企业成本、 振兴实体经济
的实施意见，从降低要素成本、融资成本、技术改
造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减轻企业成本负
担。

开展帮扶活动。 继续落实“1115”工程，开展“千
名领导干部服务千家企业活动”。 常德市委组织部在
每个市直职能部门确定 1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担
任特派员，负责办理企业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手续，
反映和协调企业需要政府部门解决的问题。 目前第

二批特派员均已到位。 市统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房管局等单位赶赴结对帮扶企业，深入沟通、开展调
研、精准帮扶。

解决实际困难。 常德烟厂特派员协调企业异地
技改项目周边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三供一业”分离
供电移交工作、烟叶仓库周边环境问题和供电等问
题。 大汉集团特派员帮助企业扩大本地市场销售，
协调常德电视台、 常德日报等媒体宣传产品优势。
桃源县为盘活创元产业园现有资源，引入国有资本
注入创元发电，目前已签订意向协议进入实质性谈
判协商阶段；多方考察国内外阳极生产企业，提供
最优惠条件确保创元新材料实现重组。

常德市： 出台专项方案 结对帮扶解困

上下联动，扩大帮扶企业覆盖面。市级层面，在全市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食品加工、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中，选择了
30家基础较好、成长性好的重点工业企业作为帮扶对象，明
确市领导联系指导帮扶。 县级层面，选择一批骨干规模工业
企业及成长性好的项目作为帮扶对象，明确县领导联系指导
帮扶，科局级干部驻点帮扶。 市帮扶办对县帮扶办工作实行
每月汇报、双月调度、年终总结考核及重大事项一事一报的
工作制度，并列入绩效评估指标。

特派驻点，帮扶效果逐渐显现。在市直机关单位中抽调

处级干部作为帮扶特派员进驻企业，积极为企业、项目办实
事、解难题，实现政府与企业良性互动。 比如，落实电价降价
优惠政策和电力直供方案， 帮扶特派员第一时间将政策送
入企业，当好“引导员”和“宣传员”。 组织企业对接国家和省
级产业扶持政策，为博世康、华亚数控等企业争取各类产业
政策资金 200 多万元，为正清、正好、海联、博世康、汉清生
物等企业 GMP、SC认证提供指导。 同时，帮扶特派员作为
市委作风建设监督员， 负责帮扶企业涉及的职能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监督。

怀化市： 加大帮扶力度 落实政策助力

全面部署， 领导帮扶用真情。 年初制定出台
《“五个一”活动方案》，召开全市三级干部会议暨
产业突围战动员大会，遴选 230 家“四上”企业作
为市级领导联系帮扶对象。 市委书记胡湘之前往
华联瓷业、旗滨玻璃等企业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市长康月林率市财政、经科信、国土等相关部门赴
电力电瓷电器有限公司现场办公、专项帮扶；其他
市级领导带领相关部门深入联系企业， 实地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 脚踏实地为企业排
忧解难。

务求实效，解决问题动真格。严格落实“24 小时
见面制”，承办单位接到问题后，24 小时内赴企业见
面沟通，能解决答复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

制定解决方案，1 个月内限时办结；规定时间内不能
办结的呈报市委、市政府专题研究、尽快解决。 市纪
委、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科、企业帮扶办强化督
促督查，确保交办问题按时办结销号。 截至 5 月中
旬，收集交办的 227 个问题，已解决销号 130 个，办
结率 57.3%，其他问题已提出解决方案，正在抓紧办
理。

落实政策，真金白银促发展。 以市委 1 号文件
下发《醴陵市产业突围实施意见》及陶瓷、花炮、园
区招商引资、创新创业“四个十条”政策，用真金白
银的投入，全力支持实体实业发展。 兑现一季度“四
个十条” 政策奖励，41 家企业、 单位共获得各类奖
励、补贴共计 272 万余元。

醴陵市： 真情真金帮扶 督促督查推进

开展调研走访，建立帮扶台账。管委会主任张运和率产
业发展局、企业服务中心、经济合作局，分批次对 85家园区
规模工业企业、18 个在建项目、10 个投入运营的电商项目
进行了现场走访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存在问
题以及发展规划。 明确 67家企业为帮扶对象，落实责任单
位及责任人，整理汇总企业反映的问题，建立帮扶台账。

开展分类帮扶，实行“一企一策”。 将企业反映的问题
进行归纳整理，按“共性问题”与“个性问题”进行分类帮
扶。 对于共性问题，如融资难问题，协调人民银行、科技局
推进对国家级高新区知识产权抵押融资工作。对于个性问
题，如企业反映的交通、用电价格、产品推广、水电开户等，

按照“一企一策”的要求解决具体问题。
部门协调配合，实施专项行动。 开展企业减负五大专

项行动。企业减负专项行动，由区财政局牵头，落实企业减
负政策，制定企业税费优惠标准，切实减轻企业物流、劳动
力成本、社保等负担。 审批提速专项行动，推行限时办结
制，帮助企业解决审批难、审批时间长的问题。环境整治专
项行动，组织打击强装强卸、强揽工程、阻工闹事等专项行
动。融资对接专项行动，组织多层次的银企对接活动，切实
帮助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征地拆迁专项行动，
加大园区项目土地报批、征地拆迁的协调推进力度，加快
消化闲置土地。

益阳高新区： 开展分类帮扶 实施专项行动
明确落实工作机制。 制定下发《湘潭经开区

2017 年“百企” 帮扶行动联点企业责任表》， 挑选
106 家企业，由管委会领导和各二级机构“一对一”
联点，明确责任，落实任务，各级联动。 党工委、管委
会领导定期召开工作联席会议听取情况汇报，开展
工作讲评，督促相关部门解决落实。 目前，全区共收
集企业反映的问题 70 个， 已经办结 36 个， 占比
51.4%。

着力强化要素保障。 对企业项目建设以及生产
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用地、 融资等方面的困难和问
题，加强协调，强化保障。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对吉
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SUV 平台项目、 桑顿新能源
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项目提供产业扶持资金，用于厂
房建设、技术改造升级。 加大吉利新建塑料件涂装

及配套项目用地的协调力度，目前项目用地已落实
到位。 帮助地通集团协调解决上市过程中总部基地
建设用地、主板上市、金融支持、新增贷款贴息等问
题，为地通集团提供担保增信，协调交通银行湘潭
分行为地通集团提供约 3 亿元的新增贷款，并提供
银行贷款贴息支持。

切实优化企业服务。 及时收集汇总中央及地方
最新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各项政策。 指导
企业做好项目申报工作，提高项目质量。 组织召开
拟上市企业培训交流会，聘请专家授课，解读资本
市场运作规律、企业上市的方法与路径，增强园区
上市后备企业对资本市场的认识。 加大银企协调力
度， 宣传银行融资产品以及贷款办理流程手续，协
助企业办理各类融资贷款。

湘潭经开区： 强化要素保障 优化企业服务

全面部署助强扶优。 开展“四个一批”项目重点
扶持，一个市级领导联系一个重点骨干企业、重大
技改项目、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重大招商引资
项目。 开展全市“百千”企业帮扶行动，市级层面帮
扶 100 家重点企业和成长性企业，县市区和园区帮
扶 1000 家规上企业。对每家企业一对一、点对点组
成帮扶工作组，明确职责分工，建立问题台账，按季
调度，设立办理时限，强化督促检查。

助推产业企业升级。 围绕加快智能装备制造、
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食品医
药五大重点产业发展， 进一步摸清重点产业及大
型骨干工业企业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和促进重

点骨干企业提升创新能力。 从降低成本、 开拓市
场、扶持企业“智能化”改造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
面，实施企业精准帮扶。

领导带队联企帮扶。 将 9 户省百户大型骨干企
业与市“百千”企业精准帮扶行动相结合，明确 8 位
市级领导联点，帮扶企业做强做优。 市委书记曹炯芳
联系帮扶湘钢，要求湘钢强化精益生产，推进智能化
项目改造， 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抗风险
能力。 湘钢土地处置、融资、职工分流安置等问题得
到较好解决。 泰富重工、吉利汽车、江滨机器等企业
运营和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在市级领导的亲自
推动下取得积极进展，一批重大技改项目顺利推进，
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湘潭市： 精准帮扶解难题 产业升级稳增长

湘潭市委
书记曹炯芳联
点帮扶湘钢集
团

强化政策引导，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设立工业发展扶
持引导专项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贴息、技改等。按要求落
实取消、暂停、免征、降标等涉企收费规定，支持常德高新
区出台政策，设立 2 亿元的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和 2000 万
元的科技创新孵化专项资金，对入孵企业免收办公用房租
金，对每个项目给予 5 万元至 50 万元支持。

强化优质服务，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区委、区政府挑选
优质小微企业为重点监测及培育对象，选定 80家规模企业
与 80 名领导干部结对，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营造企业
负担轻、行政审批快、公共服务优的良好氛围。 帮助企业对

接长沙银行、邮储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助财鑫担
保平台，解决贷款和融资担保。 组织企业参加常德总裁班、
清华、北大企业管理等各类培训，提升企业生产管理水平。

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主动牵线搭桥，帮
助企业联系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发新产品，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升级。 支持企业创名品名牌，集中
培育了“精为天”、“佳达电缆”中国驰名商标和“鼎城油茶”
地理商标等一批品牌，引导响箭机械、升湘机械、瑭桥科技
等 10多家企业成功转型。做好上市辅导，继润田机械、飞象
豆业 Q板成功挂牌后，精为天生态农业也在新三板挂牌。

常德市鼎城区： 坚持问题导向 帮扶措施得力

鼎城区委
书记杨易调研
远大工业建筑
有限公司

完善工作机制。 坚持“产业兴邵”的发展理念，开展“真
情结对、精准服务”专项行动。 选择 26家市直重点工业企业
和 6个市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作为服务对象。 市委、市政府
下发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一名市级领导
担任责任领导、一个市直部门作为责任部门。市经信委在 32
个企业项目设立企业服务站，明确 8条具体工作职责。 建立
企业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由市县主要领导担任召集人，根据
企业服务站收集的企业困难和需求， 定期召集市经信、发
改、环保、国土等相关单位解决企业困难问题，联席会议难
以决定的事项提请政府常务会直至党委常委会研究解决。

严明考核奖惩。 邀请市党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员、市工商界人士组成第三方评价机构，每半年召开一次

讲评会议，现场点评、面对面打分，真实反映工作优劣。 对
考核优秀的服务工作组及个人， 作为干部任用的重要参
考；对考核较差的工作组及个人，视情况给予通报批评、约
谈主要负责人、扣除单位绩效考核分；对严重不作为、乱作
为的，坚决依规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专项行动纳入绩
效考核内容，单列考核分值和奖励指标。

切实帮扶解困。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市领导分别通过
现场办公会、项目调度会等多种形式，帮助一批重点企业
和项目解决用地、融资、供电、环保等方面的多个问题。 比
如，通达汽车零部件公司的用电问题、立得皮革项目选址
和土地出让金等问题、湘窖酒业征地拆迁和项目建设周边
矛盾协调等问题得到具体落实。

邵阳市： 精准服务企业 严明考核奖惩

邵阳市委
书记龚文密调
研邵阳纺织机
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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