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开展百户大型骨干工业企业精准帮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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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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精准帮扶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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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 本报继续推介部分市州
精准帮扶企业的做法，供参考借鉴。

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版式编辑 唐 瑾专题20

聚焦重点产业项目。以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心为
主线，开展“进园区、下企业、送服务”春风行动，就推
动园区转型创新发展、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问计于园
区、问计于企业，服务园区、企业和重点项目。 组成 9
个工作小组，17 位市领导分片定点联系全市 43 个重
点产业项目和 90 家重点企业。各部门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服务导向，对“春风行动”中收集到的问题，
处置迅速、措施得力，切实解决了一批企业在生产经
营中遇到的难题、困惑。 共收集重点项目建设问题共

66 个，已解决 60 个，问题解决率 91%。
出台落实政策“干货”。 出台《关于下放市级经济

管理权限的决定》， 一次性向 13 个工业园区下放 89
项经济管理权限，着力打造审批环节最少、办事效率
最高、创业环境最优、体制机制最活的“四最”园区。相
继出台《工业三十条》、《人才新政 22 条》、《关于实行
项目“一次性”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等一批重磅文
件，围绕体制机制一系列改革，打出了合力振兴实体
经济的组合拳，干货多、力度大。

长沙市： 服务园区项目 措施精准务实

推进“双联”企业帮扶活动。 市委书记、市长牵
头，35 名市级领导联系 35 家工业企业。 各区县相应
建立“双联”工作机制。 市政府每月至少召开两次现
场办公会，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市经信委
联系负责做好项目、 企业存在困难问题的摸排、交
办、督办工作。 运用调查研究、督查督办、对接帮扶

“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推行“一单三制” 工作机制
（即问题清单、交办制、台账制、销号制），确保活动有
序务实推进。

开展“工业企业服务月”活动。 6 月份启动“工
业企业服务月”活动，九大专项活动集中发力。一是
召开工业企业代表座谈会，市委书记虢正贵主持会
议，询问调度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落实责任、跟踪
督查，尽快帮助企业解决。 二是集中开工一批工业
新上项目。 7 月份，7 个新型工业项目在张家界经开
区开工，合计总投资 8.43 亿元。 三是召开银企对接

会。 11 家商业银行与 29 家企业开展对接， 缓解工
业企业融资需求压力。 四是举办“工业企业股改服
务周”。 筛选 13 家在全市具备一定规模且有意愿对
接资本市场的工业企业，依托湖南股权交易所专业
优势，通过上门服务一对一诊断、帮助企业引入专
业服务机构等形式，提升工业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意
识。 五是工业企业“小升规”集中申报。 召开“小升
规”协调会，对月度入规企业进行全面摸底。 工商、
统计、经信、税务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深入企业进
行入统培训及现场指导。 六是集中解决一批问题。
目前共化解困难问题 18 个， 如市工业园企业提出
的工业园公交车线路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 七是工
业企业招商项目集中发布。 收集整理 49 个项目在
网上平台发布，并将资料编印成册用于招商项目推
广。 八是督查涉企收费政策落实情况，严肃查处违
规涉企收费行为。 九是组织开展企业招聘会，缓解
企业用工压力。

张家界市： 沉心服务基层 帮扶务求实效

领导重视，构建队伍。 开展“万名干部下基层，精
准帮扶解难题”活动，实施“一帮二促”企业帮扶行
动，成立企业帮扶组，市经信委为总牵头单位。 市本
级确定 35 家重点骨干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作为重
点帮扶对象，做到“市级领导挂帅、市直部门对口、帮
扶队伍跟进”。 各县区参照执行，全市共确定重点帮
扶对象 395 家企业，并成立了一对一、点对点的帮扶
小分队。

深入摸排，精准帮扶。帮扶小分队通过短信、邮件
对帮扶企业一对一联系到位，明确责任，摸排家底，对
症下药，急企业之所急，解企业之所困。江华瑶族自治
县县委、县政府针对坤昊实业经营亏损、资金短缺等

问题，重点帮助企业恢复生产。 落实贷款 1300 万元，
为减轻企业负担全额减免税收；加强园区公租房建设
进度，解决企业员工住宿问题；积极沟通衔接电力系
统，争取最大优惠政策，提供用电保障。 冷水滩区委、
区政府组建“启元战略”帮扶领导小组，扶持希尔药业
上市；区金融办邀请证券交易所专家为希尔药业中小
板上市出谋划策； 协调解决园区企业集中供气立项、
规划和管道等困难，启动建设集中供气项目，预计减
少企业用能成本 500 万元；协助企业通过地方电视台
专题报道推广产品，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全力支持企
业建立以糖尿病康复为主的医养产品示范基地，为项
目在办理规划、选址、建设等手续方面提供最大便捷。

永州市： 解难题降成本 拓市场强保障

永州市委
书记李晖调研
长丰猎豹汽车
受水灾情况。

多方合力创新帮扶机制。市领导带领相关部门到
挂点企业现场办公，帮助解决生产经营中重点难点问
题。 30 名处级干部全部入驻企业，深入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制定了全年帮扶计划，全面
开展帮扶工作。 帮扶工作组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网
络平台推送税收政策、企业减负、融资担保、项目申报
等各类信息 20 余条， 为企业提供市场拓展、 人才培
训、管理咨询等一系列服务。 各县市区和园区结合自
身实际均出台了地方帮扶方案， 共有 277 家基础较
好、带动性强的市县级规模工业企业及成长性好的项
目进入帮扶范畴。

多措并举精准帮扶企业。 一是缓解融资难题。 怀
化高新区向正清制药投资 1.05 亿元， 全力支持正清
制药上市；为本业农机解决生产周转资金 500 万元；
帮助寰宇科技获得长沙银行贷款 1500 万元。 二是加
强上市辅导。 组织 13 家帮扶企业参加市政府举办的
股权投资和企业挂牌上市对接会，邀请金融专家为企

业就 IPO 上市、股权投资交易、小微企业信贷品种进
行培训。 三是解决用工需求。 协调改制企业湘维公司
和退城搬迁企业金丰公司人员分流安置问题，将改制
工人及管理人才输送到需求企业。 帮助金升阳、向华
电子、亿泰启、中程箱包等企业招工 1300 余人，基本
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四是帮助开拓市场。 协调海联食
品申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湖南省名牌产
品，促进金益环保与溆浦、靖州、会同三个工业园污水
处理厂项目合作。 五是优化市场环境。 解决中程箱包
员工子女就学、建南机器厂阻工、骏泰科技原材料运
输、恒裕实业输电线路升级等问题。

多重政策助力产业发展。 在《怀化市帮扶工业企
业十条措施》基础上，怀化高新区、沅陵县、溆浦县、靖
州、洪江市、洪江区、通道等纷纷出台促进产业发展相
关文件帮扶实体经济。同时，落实政策要求，怀化高新
区兑现奖补资金 3311 万元，经开区兑现 3000 万元，
中方县兑现 530 万元。

怀化市： 创新工作方式 打出帮扶“组合拳”

健全工作机制。 32 名州级领导牵头联系 52 户工业企
业，责任到 31 个州直单位和 8 县市及园区开展具体帮扶，
调度梳理 147 项帮扶任务。 全州上下基本形成了“州县市
联动、领导牵头、部门联企、特派员驻企”的帮扶工作机制。

缓解瓶颈制约。 组织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训、政银
企对接、拟上市企业融资路演等活动，协调落实工业企业
电价补贴，组织企业参加展销会，帮助企业开拓市场、畅
通融资、降低成本。 7 月份，州经信委在长沙组织拟上市
企业投融资路演会，8 家优质企业现场向百余家投资机
构进行推荐，共达成意向投资额 6.86 亿元，其中丰达合
金、 众鑫新材料、 汉瑞新材料等三家企业分别获得 3 亿

元、1.74 亿元、9800 万元的意向投资。 召开“湘西自治州·
省级金融机构脱贫攻坚对接会”，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11 家省级银行机构与自治州签订 396 个银政框架协
议、 金额 2109.56 亿元，243 个银企项目协议 、 金额
642.24 亿元； 州工商联与华融湘江银行湘西分行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为入会企业优先提供金融服务，三年内意向
授信总额度 30 亿元；州经信委与长沙银行湘西村镇银行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每年由长行村镇银行为工业企业提
供 20 亿贷款，支持工业发展。协调 54 家规模工业企业纳
入省电网直接交易电力用户准入目录，争取 7800 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企业电价补贴。

自治州： 强化对接帮扶 化解要素瓶颈

完善帮扶机制。市级领导挂帅负责帮扶重点产业和重
点企业。市财政局等市直单位牵头开展企业减负等六大专
项行动。 各区县（市）均成立帮扶领导机构，确定帮扶企业
清单和问题清单，分别制定企业帮扶行动方案，并将帮扶
行动列入绩效考核。 市帮扶办编印了三期《帮扶工作动
态》，及时总结并通报帮扶工作进展情况。 市政府督查室牵
头，市帮扶办、市经信委、金融办等部门组成督查组，对各
区县（市）的企业帮扶工作开展督查，出台督查通报，使企
业帮扶行动推向高潮、落到实处。

突出帮扶重点。 突出抓大带小，抓面带点，一企一策，
有的放矢， 使帮扶工作更加精准。 全市共确定帮扶企业
610 户，收集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747 个，截至目前，已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 381 个，占比 51%。 一是着力破解
融资瓶颈。 南县投放财政资金 6000 余万元解决规模工业

企业年终还贷搭桥问题。 资阳、安化、高新区政府协调解决
桃花江游艇、 六步溪茶业、 天翔竹业等 20 余家的融资问
题，发放贷款超 6.3 亿元。 二是着力减轻企业负担。 市财政
局联合市发改委重新修订并公布了收费目录清单。 沅江市
回购鑫海绳网公租房 3000 万元， 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的问
题。 三是着力加快项目建设。 市发改委协调调整生物质发
电项目布点，积极推进沅江凯迪生物质 3 万千瓦发电项目
前期工作。 市经信委大力推进轨道交通产业配套，为 13 家
零部件企业与中车株机搭桥牵线。 四是着力优化发展环
境。 市政务中心牵头开展审批提速行动，对 44项市政府部
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规范到位。 五是着力加强产
销对接。 成功举办全国最美校服设计大赛暨全国工业设计
与校服产业发展高峰论坛、食品产业产销合作对接会暨益
阳特色食品推介展销会，展示企业产品形象。

益阳市： 扎实开展帮扶 积极化解困难

益阳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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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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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联动凝聚大合力。 构建市级领导 - 市直部门 -
各县市区等三位一体的帮扶体系，搭建了各级领导、驻企
联络员对口帮扶企业机制，推出了集市场开拓、管理提升
和要素保障等于一体的系列举措，形成了上下齐动、多管
齐下、真帮实干的帮扶格局。

问题办结铸就大作为。 不断提升问题办结水平，拓宽
问题收集渠道，既帮存量又帮增量，既重结果又重过程，将
重点项目建设、签约项目落地等纳入帮扶范围，全力推进
问题办结。 截至目前， 全市共交办问题 1393 个， 已办结
1059 个，办结率为 76%。 同时为深入践行“马上就办”理
念，今年推出“24 小时见面”机制，即要求问题承办单位必
须在受理企业问题后的 24 小时内与企业负责人或委托人

见面，截至目前，全市 24 小时见面率为 99.8%。
主题活动营造大环境。 企业帮扶突出以活动为载体，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围绕市场开拓、管理提升、创新能力、
企业减负和要素保障等方面，策划开展 50 项特色主题活
动，有效破解企业发展瓶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截至目
前，各部门共上报主题活动 187 项，已开展 86 项 140 次。
其中组织各类培训讲座 62 场，服务企业 1600 多家，为企
业节省培训经费超过 2000 万元。 成功举办企业家年会，
共签约 51 个投资合作项目，金额达 1016 亿元。组织参加

“港洽周”，签约项目 31 个，总投资额达 230 亿元。 设立
“助保贷” 等金融扶持基金 3 个， 为企业贷款资金达 1.2
亿元。

株洲市： 突出问题导向 强化服务主题

株洲 市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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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卫国调研
北汽株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