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经济是壮大我省综合实力的重要
力量。近年来，我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技
术创新，推动国企在创新中拓展发展空间，
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今年2月27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在省属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
员任前集体谈话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加强国有
企业党的建设，直面问题、苦练内功，用好
深化改革的关键一招， 坚定不移把省属国
企做强做优做大。

心系国企改革，11月 15日至 16日，
杜家毫前往益阳、长沙和湘潭，专题调研深
化省属国企改革。他强调，要耐得住寂寞，
始终保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定
力，聚焦主业、深耕实体，坚持有所为有所
不为，做自己最擅长的，把核心技术牢牢抓
在手里，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

针对包袱重、 层级多、 机制不活等问
题，省属国企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破解深层
次结构性问题。今年以来，全省国有企业深
入推进公司制改制，进一步压缩管理层级、
减少法人单位，优化资本布局优化、推进企
业重组整合，处置“僵尸企业”，剥离企业办
社会职能等，为省属国企注入了新动力。

我省制定了《优化省属国有资产与债
务结构实施方案》，指导督促企业采取盘活
资产、重组整合、置换债务、资本运作、资产
证券化等举措，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华菱
集团、湘电集团等5户监管企业与金融机构
签订了降杠杆合作框架协议。

华菱集团深化改革，实现调结构、去库
存、降成本，增强发展后劲。今年1至11月实
现销售收入1109亿元、利税85亿元，创历
史同期最好水平， 成为省属国企中销售收
入率先突破1000亿元的企业。

长丰集团重新聚焦发展整车主业，向

改革要动力， 向市场要规模， 向品质要效
益。今年预计可实现营业收入120亿元，利
税超过18亿元。

作为一家有着65年历史的省属大型国
有企业，湖南建工集团不因循、不守旧，锐
意改革谋求更大发展。今年6月完成公司制
改造，逐步建立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不
断加强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深化关键领域
改革，实现了企业管理逐步去行政化，企业
生产力因改革而释放。1至10月承接业务
1194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
8亿元，同比增长65.2%，均创历史新高。

企业“瘦身健体”，轻装上阵。截至目
前，省属国企公司制改制已基本完成，管理
层级控制在3级以内， 减少法人单位37户、
非法人单位50户；我省有“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任务的省属企业、 中央及中央下放企
业81家全部展开，已启动项目367个，占总
任务比例的97%，年底可基本完成。

技术创新，国企勇当主力军。结合我省
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培育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推进技术创新、产
品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华菱集
团、湘投控股、湖南兵器集团等研发基础较
好的企业集团，重点突破一批产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技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旗下的湘投金天钛
金公司通过“钛钢联合、产投融合、借网整
合”等模式创新，建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技术创新体系，填补多项国内空白，目前已
发展成为我国具备全产业链的钛金属精深
加工重要产业基地。

创新引领，改革推进。省属国有企业的
运行质量和效益、 发展活力和动力不断提
升。1至11月， 省属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751.8亿元， 同比增长18.9%； 实现利润
112.31亿元， 同比扭亏增利108.1亿元；创
造税收141.37亿元，同比增长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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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 新活力 新生机
———创新引领湖南发展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胡宇芬 胡信松

寒冬，湖南，创新发展热度持续上升。
12月6日，中国（长沙）智能制造峰会签约项目24个，投资总额410

亿元，涉及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工业云等众多智能制造领域，为
湖南制造强省建设积蓄强劲动能。

12月13日，在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上，湖南继去年之后
再一次摘得3项金奖，占全国金奖数的七分之一强。

创新加速，阔步前行，湖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
2016年11月召开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创新是湖南发展的

最大希望，开放是湖南发展的必然要求。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关键举措是依靠创新、开放汇聚生产要素、培育发展新动力，

发展高端产业、增创发展新优势，打造新增长点、拓展发展新空间；根
本目的是做大总量、做强存量、做优增量，推动经济发展更具活力、更
有效率、更可持续。

近年来，湖南围绕创新发展，大力推进科技体制创新，培育发展
新动能；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催生经济新活力；创新体制机制，国
有经济焕发新生机。

这是湖南近5年来规格最高的一次产业
观摩和推进会。

9月22日至23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率
省四大家有关领导同志、 省直相关部门负责
人、 市州党政主要负责人， 马不停蹄深入娄
底、湘潭、株洲、长沙等地，现场观摩一批转型
升级的传统产业项目、 方兴未艾的新能源项
目、 智能制造项目以及为产业链作支撑的优
质平台。

进园区、企业，看项目、产业，参观者感
叹，这些年我省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毫不
动摇培植产业、壮大产业，抓实体经济收到了
实效！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指出，今后5年是
我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发展动能
转换、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将转型升级作
为要切实打好的三大战役之一， 要求重点做
好振兴实体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
化产业结构等工作。

“下决心研究产业、培植产业、壮大产业，
加快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以一件件具体工作、
一个个具体产业和项目推动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真正落实落地。”

“不断提升产业规模和质量效益，推动产
业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走出一条符合湖
南产业发展实际的新路子。”

全省上下形成共识， 在创新引领产业转
型上形成合力。

“非常平稳、安静、舒适！”12月7日，来湘
参加2017国际磁浮论坛的日本爱知高速交通
株式会社课长杉原崇， 第一次乘坐长沙磁浮
快线由衷地表示。

“通过不断整合磁浮交通上下游产业链
资源， 磁浮交通所需要的1万余个零部件，目
前都可以在省域内完成研发、生产和采购，湖
南正逐步成为国际磁浮产业化基地。”省国资

委负责人介绍。
完善产业链，产业“跑出”加速度。据省经

信委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省轨道交通装备
（含磁浮）制造行业75家规模企业，完成主营
业务收入491.4亿元，同比增长5.3%。

近年来，我省以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瞄
准新兴优势产业，建链、补链、强链，着重培育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新型轻合金等
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陆续发布产业链
技术创新路线图， 出台了加快推进工业新兴
优势产业链发展的意见；同时，将工业相关专
项资金70%用于支持制造强省建设项目，制
造强省建设相关资金70%用于支持工业新兴
优势产业链发展。

实施技术创新“311”工程、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首批次重点新材料产品奖励制度。
今年以来，全省共支持77项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和69项首批次重点新材料产品应用示
范，我省获国家首台（套）装备保险补偿资金
居全国第一。

实施创新创业“135”工程，重点扶持100
个创新创业园，新建300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引进5000家企业，通过建厂房、引项目，实现
育产业、促转型。目前全省已培育创新创业园
126家， 建成各类标准厂房3833万平方米，引
进创新创业型企业6038家。

扶持科技创新高地，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前三季度累计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6700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万亿元大关），同
比增长18%； 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390
亿元，同比增长16.5%。

创新驱动，成果迭出。全球容量最大电压
等级最高的1000kV级现场组装式变压器、第
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智轨快运列车、国产首
台常压换刀式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等一
批重大创新成果，不断刷新国内外科技创新高
度，在三湘大地催生出一股经济新生力量。

12月4日至6日， 长沙国际智能制造技术

与装备博览会上，6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同
台竞技，“智造湘军”大显身手：

三一重工的工程机械设备搭建“根云”工
地设备物联管理平台， 使工作效率提升25%、
事故率降低85%、节约成本30%以上；

上汽大众长沙工厂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
柔性制造技改， 使多种不同类型的车辆实现
了共线生产；

千山药机自主研制的可穿戴式血压测量
设备，可实时监测血压，实现“互联网+精准医
疗”……

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一批新兴优势产业抢占市场、领跑全国、阔步
海外———

湖南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产业， 发展
综合实力已位列全国第一， 全行业年总产值
达到400亿元；

泸溪高新区大力发展铝系列精深加工、新
金属材料等高新项目，目前园区微细球形铝粉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7%，出口20多个国家；

株洲航空城的中小航空发动机， 国内市
场占有率达90%以上；

蓝思科技今年的3D玻璃出货量跃居行业
第一，并带动大批上下游企业进驻湖南，形成
了配套产业集群；

泰富重装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
开展20个合作项目，订单总额达290亿元；

……
创新加速，活力倍增。今年4月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的通报中，湖南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推进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效明
显，成为中部地区唯一受表扬的省份，获两项
专门政策支持。

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
增加值5534.6亿元，增长13.8%，高于GDP增
速6.3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22.6%。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增至2212家； 预计今年底将超
过3000家。

12月13日下午，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迎来
了湖南科技创新厚积薄发的一个辉煌时刻。

在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上，湖
南19项专利获奖， 其中3项为中国专利金奖。
连续两年，我省均摘得3项金奖，占全国金奖
数的七分之一强。

摘得中国专利金奖的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研究所有限公司， 这次获奖的专利名字读起
来有点拗口———“一种三电平双模式空间矢
量过调制方法及其系统”，却为高铁装上了目
前世界最好的“心脏”，并已成功应用于轨道
交通、冶金轧机、船舶推进等高端传动领域，
累计实现销售产值328亿元。

全球创新大潮涌动， 科技创新已成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核心内涵
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说。

围绕推进科技创新，近年来，省委、省政府
召开了一个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相关部门
推出了一项项有力举措。 我省加快优化科技创
新体制和环境，科技创新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

2016年底召开的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为
建设科教强省吹响了更加嘹亮的号角。

杜家毫要求，推进科技创新，力争在智能

制造、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
性科技创新成果， 在建设科技强国中作出湖
南贡献，既瞄准“高精尖”，又紧贴群众生活需
求，让老百姓共享科技进步成果和实惠。

今年5月，规模空前的湖南省科技奖励暨
创新奖励大会上，杜家毫再次强调，要充分发
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核心带动作用，
聚焦重点领域实施科技攻关， 依托重点平台
加强协同创新，面向发展需求促进成果转化。

全省科技创新布局谋篇，出现了新的气象。
今年科技创新进一步聚焦重大战略部

署。据省科技厅提供的数据，今年在中高速磁
悬浮列车、3D打印装备、重大疾病防治等重点
领域，我省共部署实施12个省科技重大专项、
4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攻关项目、120个重
点研发项目，增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民生改
善和环境治理的动力源。

科技人才队伍及创新平台建设不断壮
大。全省统筹并整合现有科技人才计划，建立
“1+2+1”的高层次科技人才支持体系，根据不
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分类评价、分项实施。
湖湘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新选定40
名培养对象；省科技领军人才（团队）支持计
划，支持20名科技领军人才和6个重点领域创
新团队。

科技创新是个系统工程， 靠科技部门单
打独斗远远不够。

《湖南省科技创新重点工作及责任分工》
经省政府同意印发，15个厅局（部门）分领域
出台配套政策，形成“1+15”科技创新制度体
系，进入“大合唱”时代。

研发经费投入是湖南科技创新的短板。
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已经建立。

创新引领， 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
新双轮驱动。 全省科技体制改革正在持续深
化中。

受到科技人员高度关注的省级科研项目
资金管理“二十条”，通过“松绑+激励”的制度
设计，破解科研资金管理“过细过死”“重物轻
人”等问题，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

在全国率先实施两型产品政府采购制
度，率先支持以专利使用权出资注册公司，率
先实行两个“70%”的创新激励政策，不断畅通
知识向财富、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
渠道。特别是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
权“三权”改革试点，5家单位吃起了“螃蟹”。
长沙理工大学通过“三权”改革试点，与41家
省内外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285项，新增
经济效益34亿元。

推进科技体制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1

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催生经济新活力2

创新体制机制，国有经济焕发新生机3

10月12日， 猎豹汽车永州公司焊装车间， 机器人在进行整车焊装作业。 （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袁毅 摄影报道

10月24日，与会代表和嘉宾参观并试乘中车株机城轨列车组。当天，2017中国
（湖南）国际轨道交通产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在株洲市开幕。（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9月21日上午8时15分，石长铁路首列动车驶过长沙市月亮岛湘江大桥。当天，石长铁路动车全线开通，D7578次
动车从长沙火车站向石门北站驶出，开启了常德和益阳两市的“动车时代”。（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