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动工
业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工业经
济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经济效益显著提升。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平均实现利润1264万元， 比1978年增长
145.8倍。税金缴纳上随之拾级而上，1978年，乡及
乡以上工业企业应缴税金10.3亿元，1997年增至
151.46亿元，增长13.7倍；2017年，全省工业企业实
缴税金1457亿元，比1998年的148.84亿元增长8.8
倍，年均增长12.1%。

创新能力大幅提高。2017年，全省全社会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达568.53亿元， 比1996
年增长71.9倍； 科技进步带动劳动生产率稳步提
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978年的654元/人，增长到
2017年的8.76万元/人，增长了133倍。

创新主体培育成效明显。 湖南共有各类园区
138家，其中省级工业集中区54家。2017年，规模工
业增加值过百亿元的园区24家； 规模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过500亿元的园区19家。其中，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浏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家园区，规
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过千亿元。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黄利飞 吐鲁
番日报记者 董生祥 ）在今天举行的湖南省庆祝
改革开放40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 省工信厅总
工程师黄学工介绍，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一批
制造产业在全国乃至全球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
优势，其中最突出的是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
和以中小航空发动机为代表航空航天这三大主
导产业， 我省正努力将其打造成世界级产业集
群。

湖南是全国最大的工程机械产业制造基地。
2017年， 工程机械产业99家规模企业实现主营收
入1515.85亿元，占全国比重22.2%；其中，混凝土
机械产量居世界第一，挖掘机、建筑起重机、桩工

机械、掘进机等产品产量全国第一。2018年“全球
工程机械50强”中，有4家企业上榜。

湖南是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研发生产基地和
出口基地。2017年，77家规模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
入722.14亿元，产业链本地配套率超过70%。世界
最高时速的米轨动车组等一批高端产品， 均是湖
南制造“出品”；我省生产的电力机车全球市场占
有率超过20%，位居世界第一。

湖南是全国唯一的中小航空发动机研制基地
和飞机起降系统研制基地。 我省生产的中小航空
发动机，被应用于直9、直10；国产大飞机C919的起
落架系统、 水陆两栖飞机AG600的发动机和起落
架系统，都产自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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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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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吐鲁番日报记者 董生祥 通讯员 张泽鹏

10月30日， 湖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举行， 省工信厅发
布了改革开放40年全省工业改革发展情
况。

1978年51.94亿元，1999年达1000亿元，
2005年突破2000亿元，2013年实现万亿元跨
越，2017年1.19万亿元。 这条持续跃升的曲
线， 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全部工业增加

值的增长轨迹。
按可比价格（扣除了价格变动因素的价

格，用于统计工业总产值而由国家统一编制）
计算，2017年的1.19万亿元， 是1978年的89
倍，40年来年均增长12.5%。

湖南工业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加快建设
制造强省， 为全省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坚实
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工业
发展取得突出成就， 有力地支撑了全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促进了全省人民生活质量的
改善和提升。

40年来，全省工业加快市场化改革，不断
调整轻重工业比重，加快产业健全体系构建，
优化工业区域布局，逐步构建起门类齐全、活
力迸发、优势显现的现代工业结构体系。

主导产业变迁，见证产业体系不断健全。
改革开放初期，我省工业以纺织、有色、工业
设备制造、 粮油加工和化肥农药等产业为主
导。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化工、烟草、电力等行
业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工程机械、轨道交
通装备两大优势产业快速壮大， 并成为湖南
制造的亮丽名片；汽车制造业异军突起，成为
推动全省工业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到2017
年， 我省11个主要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均超过
1000亿元，工业门类基本健全。

区域布局趋向合理， 全省形成了四大特
色鲜明的工业区域。改革开放初期，湘南地区
作为全省改革开放试验区， 先行一步建成投

产一大批工业项目。上世纪90年代至今，长株
潭地区发展成为全省工业核心增长极； 环洞
庭湖地区绿色工业发展独树一帜； 湘南地区
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不断完善工业体系； 大湘
西培育了一批特色产业， 当地工业增加值占
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持续提升。

大中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皆成为不可忽
视的重要主体。 大中型企业是全省工业顶梁
柱，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
2444个，其资产和营收，分别占全部规模工业
的66%、50%，引领作用明显。与改革开放初期
力量微弱相比， 体量庞大的中小微工业企业
如今已经成长为湖南工业的“生力军”，不少
“小而强”“小而优”的“小巨人”企业，已是各
自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正成为制造强省
建设和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的重要支撑力
量。

40年来，全省工业紧跟改革开放步伐，不
仅引进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和项目，而
且一批省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全方位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工业开放合作成果
不断涌现、层次与水平不断提升。

引进来， 制造业一直是外商在湘投资的
主要领域。大众、博世、安赛乐米塔尔、伟创力
等世界500强企业先后在湖南投资建厂。目
前，193家在湘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中，由境
外世界500强企业投资且从事生产制造的企

业有33家。
走出去， 湘潭电机厂的冷凝电机是我国

首批贸易出口产品， 株洲硬质合金厂是全省
首家自营出口企业；2000年开始，湖南境外投
资起步，优质企业跨国并购步伐加快，中联重
科、三一集团、华菱集团等企业成功开展了跨
国并购，还建立了海外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
中车株机、泰富重工等一大批企业的产品，远
销多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全省工业产品出
口额1535.8亿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98%。

40年来， 全省工业通过加快技术改造提
档升级、强化质量品牌建设，正由传统重化工
业向高端制造、 初级产品工业向高附加值工
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
业演变。

传统产业加速优化升级。通过加快转型
升级，一大批传统特色工业行业成为工业发
展新动力；如2017年，新材料工业增加值占
规模工业增加值的8.8%， 比2012年提高2.4
个百分点；其中，金属新材料、化工新材料和
先进复合材料，成为新材料工业发展的重点
领域。

新兴优势产业迅猛发展。2012年，全省高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为
7.5%，2017年该比重提高到11.3%。汽车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金属制品业、
医药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发展迅
猛， 成为2017年对全省规模工业增长贡献最
大的7大行业。

高耗能行业发展趋缓。近年来，我省严控
高耗能行业过快发展，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高耗能行业， 实现
超低增长或负增长。2008年全省6大高耗能行
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工业的39.9%，2017年该
占比降至30.3%。落后、过剩产能加快淘汰，仅
2016年，湖南淘汰化解煤炭过剩产能2079万
吨、钢铁过剩产能50万吨、钢铁落后产能128
万吨。

工业发展为保障和改善全省民生发挥了重要
作用。40年来，湖南工业通过技术改造、研发创新
等，使工业产品的品种不断丰富、数量不断扩大，
产品的质量、品牌亦持续提升，满足了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产品产量大幅增长。2017年， 全省钢材产量
2210万吨、水泥1.2亿吨、发电量1349亿千瓦时，与
1978年相比分别增长34.4倍、33.6倍、13.4倍。湖南
省汽车产业快速发展，2017年产量突破100万辆，
湖南人民开上省产汽车已经不是梦想。

新产品不断涌现。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服

务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人民群
众的生活更加便捷。仅2017年，全省工业实现新产
品产值6612亿元，是2006年的10.8倍。

产品品牌不断丰富。改革开放初期，湖南生产
的韶峰牌电视机、白云牌电冰箱、松鹤牌自行车深
受广大消费者欢迎；上世纪90年代，南方摩托、长
丰越野汽车、酒鬼酒等产品名扬全国；21世纪初至
今，电力机车、挖掘机、起重机、泵车、盾构机等产
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乃至全球第一；国
产大飞机C919、“复兴号”高铁、港珠澳大桥等大国
重器，都注入了出自湖南工业企业的“湖南元素”。

全部工业增加值
按可比价计算，40年

增长了89倍。

1978年51.94亿元

2017年1.19万亿元

� � � � 2017年，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平均实现利润

1264万元，比1978年增

长145.8倍。
1978年， 规模工业利

润总额14.15亿元
2017年，规模工业利

润总额1930.89亿元

� � � � 全员劳动生产率

增长了133倍。

1978年654元/人

2017年8.76万元/人

� � � � 2017年，我省工程机
械规模企业实现主营收入

1515.85亿元， 占全

国比重22.2%。
其中， 混凝土机械产

量居世界第一，挖掘机、建
筑起重机、桩工机械、掘进
机等产品产量全国第一

� � � � 2017年， 我省77家轨道交通规模企

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22.14亿元，

产业链本地配套率超过70%

加快市场化改革，工业结构迈向中高端1

既“引进来”也“走出去”，开放合作硕果摇枝2

技术改造提档升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3

产品不断迭代更新，让全省人民生活更美好4

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推进5

将3大优势主导产业
打造成世界级产业集群

制图/刘铮铮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会上，赵英民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

边改、信息公开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
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纪律规定 (试行 )》，接受社会监督做了
表态。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
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人

员， 湖南省党政班子其他领导成员参加
会议，湖南省人大和政协主要领导，与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相关的党委和政府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人，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省
级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 省会所在地
党政主要领导及班子其他领导成员列席
会议，其他市州 (和直管县 )党政主要领导

和班子其他领导成员，以及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在当地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列席
会议。

根据安排，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月 。 进驻期间
(2018年10月30日-11月30日) 设立专门值
班电话：0731-81110879， 专门邮政信箱：

长沙市A28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
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湖南省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其他不属于受理
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
区处理。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刘结一表示，我们践行“两岸一家亲”理

念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持续出台促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逐步
为台胞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同台湾同
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努力扩大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促进心灵契合。
欢迎台胞台企与大陆业界合资合作、共同研

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实现强强联合、优
势互补、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祖国统一是不
可阻挡的大势， 两岸同胞要共担民族大义，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
统一进程， 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本届湘台会聚焦两岸经贸、文化、科技、
青年、旅游、农业交流合作，积极为台胞台企
搭建平台， 希望大家共同促成实质合作成

果，实现共赢。
刘兆玄说， 中华文化与时俱进、 内涵丰

富，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湖湘文化中所蕴
含的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精神，与台湾海洋
文化多元进取的特质有相似互补之处。 基金
会将致力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
化湘台文化领域交流合作， 增进两岸人民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添动力，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作贡献。
本次会议以“深化创新合作 促进融合

发展”为主题。会上，省台办负责人对《关于
深化湘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进
行了详细解读。

开幕式后举行了现场签约仪式，达成签
约合同项目11个，合作协议3个，项目总投资
134.65亿元人民币。

荨荨（紧接1版③）这次论坛围绕中华文化两
岸交流合作的湖南实践和湘台文化交流合
作机遇及前景展开研讨，必将为深化两岸文
化交流合作搭建新平台、拓展新领域、开创
新局面。

乌兰说，我们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共同使命，应该积极携手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不断加强两岸同胞
精神纽带。我们有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
共同事业，应以此次湖南发布深化湘台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59条措施”为契机，积极探
索、主动作为，共同把两地文化交流合作事
业推向新阶段。我们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

合的共同目的， 应通过深化文化交流合作，
增进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共同维
护好两岸同胞的精神家园。

孙亚夫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两岸同胞同
属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是维系两岸同胞感情
的精神纽带。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应该坚
定文化自信， 坚持不懈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合

作，坚决反对“台独”，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
刘兆玄，湖南炎帝陵基金会办公室主任朱建
军，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总编辑张华立，
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副总裁潘祖荫先后
作主旨演讲。与会人员还参观了芒果TV。

�荨荨（紧接1版④）随着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目前湖南工业正由数量规模扩张向高
质量发展迈进。

工业体系不断完善。2017年底，湖南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近1.53万家，比1998年的4554家
增长2.4倍。除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企业外，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覆盖了国民经济行业中工
业的472个小类行业， 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
工业体系。

经济效益显著提升。1978年， 全省规模工
业实现利润总额14.2亿元，2017年利润总额增
至1930.9亿元；全省工业企业上缴税金1978年
为10.3亿元，2017年达1457亿元， 是全省财税
收入增长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