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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肖祖华 见
习记者 张佳伟）今天上午，第四届全球邵商
大会在邵阳召开， 来自世界各地300多位邵
商和企业家齐聚一堂，共商家乡发展大计。

会上， 共签约项目35个， 引进资金
171.15亿元。其中，制造类项目22个，现代
商贸物流项目8个， 其他如健康养老、文
化旅游等项目5个，包括邵阳经开区年产
45万套时尚智能家居项目、 邵阳市双清
区卓嵩·悦城城市综合体项目、 隆回县义
乌商贸城、 邵阳市北塔区木屋建筑文化
博览园等多个重大项目。

近日， 国家正式批复将邵阳纳入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这是邵阳加快
发展的重大机遇。邵阳市委、市政府将广泛
动员天下邵阳人建邵阳， 通过全球邵商大

会这个平台，向海内外邵阳人发出“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的邀约，把天下邵阳人紧
紧凝聚在一起，形成建设家乡的强大合力。

据悉，自2007年首届邵商大会以来，
邵商回乡投资的项目超过800个，投资总
额超过2500亿元， 占邵阳投资总额的
70%以上。 围绕智能装备制造等新兴产
业，先后建设了湖南省轻工行业智能装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邵东智能制造研究院
等平台，推动邵阳制造业朝“智能化、网络
化、绿色化”方向延伸拓展，引进了中电彩
虹特种玻璃等一批技术含量高、发展前景
好的新兴产业项目。

大会还为北京市邵阳企业商会等15
个商会和彭引平等25名企业负责人颁发
了“产业兴邵贡献奖”。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雷鸿
涛）11月27日，怀化市举行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项目对接签约会，5个项目现
场签约，投资额达13亿元，引进世界500
强企业2个。

此次来怀投资考察签约的是中国高
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代表团一行。5个项目
围绕高科技产业化和科技成果转化，具体
涵盖新材料、智能制造、轨道交通及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等方
面。签约项目中，怀化市高新区
管委会与天津中铁机械配件
加工有限公司签订的“怀化高
新区竹缠绕复合材料生产项
目”，总投资为10亿元。

国家发改委日前批复的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总体方案》，把怀化纳入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

怀化开放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怀化市委
书记彭国甫表示，此次签约，是怀化市以
项目洽谈、项目对接、项目签约、项目落地
的方式，贯彻落实“开放强省暨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精
神，加快把怀化建设成湖南西南开放门户
和新增长极。

第四届全球
邵商大会召开

签约项目35个，引资171.15亿元

5个项目签约，投资金额13亿元

怀化举行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项目对接签约会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不断优化市场环境，激发民营经济市场
活力。”11月27日，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市场监管部门将进
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减少行政审批许可
事项，持续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切实加强市场监管， 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公
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向曙光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几年，我省私营企
业登记注册数量和资本增长势头强劲，成
为投资创业和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特别是
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我省围绕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核心内容，不断将改革
向纵深推进，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截至10
月底， 今年全省新登记企业中私营企业的
占比超过九成。

向曙光表示，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推
行8项举措激发民营经济市场活力：

一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多证
合一、一照一码”、“证照分离”等改革；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全面实施电子化

和无纸化网上申报；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推进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实现“阳光
监管”， 为民营企业营造宽松的市场准入环
境。

二是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全面清理、
废除限制民营企业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存
量文件；消除制度隐性壁垒，为民营企业营造
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

三是强化反垄断执法和涉企收费整
治。 严厉查处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
独占地位的经营者，违法滥收费用、转嫁成
本， 购买指定产品或者指定经营者提供产
品等增加民营企业经营负担的行为； 严肃
查处针对民营企业的行政事业性乱收费行
为；严厉打击价格垄断、价格串通、价格欺
诈等违法行为，为民营企业减费降负，提高
民营企业竞争力。

四是支持民营企业质量和品牌建设。加
强对重点民营企业商标注册、运用、管理和保
护的指导服务， 支持重点民营企业运用商标
品牌战略做大做强； 引导民营企业争创中国
质量奖、省长质量奖、地理标志产品，提升民
营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支持民营企业“走出
去”参与国际竞争。

五是引导民营企业实施标准化战略。每
年引导民营企业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50项以
上， 推动产业结构加快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
进。

六是加强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对食品安全网络销售、餐饮托
管机构、中央厨房等新业态，实行包容审慎
监管，逐步推进小餐饮告知承诺制；对企业
开展新药研发活动及创新医疗器械等实行
研发补助，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优先
纳入我省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进入药品招
标采购范围。

七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长沙、株
洲、湘潭等8个国家级高新区建立知识产权
综合服务中心， 建立企业知识产权联络员
制度；用好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
建设省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
池，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

八是加强对民营企业的行政指导。如，推
进小微企业名录库建设， 将其打造成为我省
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主要服务平台和数据平
台等。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欧阳静子 ）据长沙海关今天提供的
统计数据， 今年前10月我省民营企业进出
口额增长34.4%， 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
66.5%。

今年前10个月， 我省民营企业进出口
1574.9亿元，增长34.4%，占同期湖南省进出
口总值的66.5%， 较上年同期提升4.2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1127.8亿元，增长27.3%；进口

447.1亿元，增长56.5。毛皮衣服、未锻造银、
单喇叭音箱为主要出口产品， 前10个月，我
省民营企业出口毛皮衣服37亿元， 增长1.5
倍。集成电路、银精矿为主要进口产品，前10
个月，我省民营企业进口集成电路65.7亿元，
增长3.8倍。

海关提醒， 我省民营企业主要出口类别
为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具体商品为
附加值较低的机电、纺织服装、塑料制品等。1

至10月， 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88.6
亿元， 仅占同期湖南省民营企业出口总额的
7.9%；进口高新技术产品154.2亿元。海关建
议，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鼓励、支
持和引导企业丰富产品类别，改变经营模式，
实施差异化战略，形成自主发展优势；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 助力民营企业提升科技研发投
入，通过创新发展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升企
业国际竞争力。

优化市场环境
激发民营经济市场活力

———访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

前10月民营企业
进出口额增长34.4%

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66.5%

民营企业
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