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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益山益水，益美益阳”。今年的秋天，益阳丰收的气息

格外浓郁。
10 月 28 日至 30 日，2019 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暨第

九届（全球）湘商大会在益阳市举行。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企
业、湘商代表和异地商会等齐聚一堂，共谋合作与发展。

2019 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是首届全球湘商聚会的盛
会，它将深入促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培育经济
新动能、共绘合作新画卷”，弘扬湘商精神，凝聚湘商智慧，
发挥湘商作用，共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作为此次盛会举办地，益阳再度吸引外界目光，开启
合作共赢新局。 截至 10月 24日，该市共调度签约项目 80
个，合同引资 530.74亿元。 省级现场签约项目 10个，合同
引资 124亿元。“互联网”大会现场签约项目 27个，合同引
资 75.1亿元。

近年来，益阳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以“五先五市” 为总抓手，即以坚持绿色发展为
先、推动生态立市，以助推转型升级为先、推动产业兴市，
以做强先进制造为先、推动工业富市，以打造创新生态为
先、推动创新强市，以突出招大引强为先、推动开放活市，
奋力开创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两高”新局面。

盛会开幕前夕，笔者穿行于益阳城乡，所到之处，真切
地感受到益阳开放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迎老乡、 回故
乡、建家乡”的氛围日益浓厚，高质量发展已呈现良好态
势。 益阳，正以崭新的姿态，昂首走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

“2017-2018 年全省发展开放型
经济优秀单位”“2018 年落实开放崛
起等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市”，在开放崛
起的进程中， 益阳赢得了沉甸甸的荣
誉。

益阳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格
局，扎实推进“五大开放行动”，着力推
动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开放兴市，大潮奔涌。全市先后引
进 3 个“500 强” 企业 33 家、 投资
5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 552 个。 2018
年，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
长 8.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上年增
长 12%。

大力引进湘商投资， 助推开放崛
起，益阳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

精心组织节会活动。近年来，在国
省相关部门指导下， 益阳市连续举办
了三届益商大会、 两届现代农业智慧
乡村互联网大会和三届洞庭湖生态文
化旅游节，以及中国竹文化节、黑茶文
化节等重大节会活动， 凝心聚力唱好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大合唱。
2017 年以来， 共引进湘商投资企业
224家，合同引资 1847亿元。

切实强化政策支持。出台《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制定帮
助企业化解融资难、用工难、用地难的
九大举措。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进
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意见》《益阳市鼓
励投资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加大对项
目引进的政策支持力度。 采取投资补
贴、设备补贴、物流补贴、培训资助、租
金补贴、厂房代建、贡献奖励等方式，
对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予以支持。 近
两年，市本级投入政策奖补资金 3700
万元。

着力改善硬件设施。 实施交通建
设大会战，加快建设“一环八射”“三纵
一横”高速公路网，全力推进长益常高
铁建设 ， 扎实开展干线公路建设
“519”行动，全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中心城区
进入长株潭都市区半小时经济圈，对
外商贸通道更加畅达。 实施园区建设
大会战， 九大工业园区建成标准化厂
房 758万平方米， 园区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承载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生产经

营成本进一步降低。
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始终秉持“安

商、亲商、富商”理念，着力构建新型亲
清政商关系， 努力为投资者提供优质
服务、创造良好条件。深化“放管服”改
革，“四单一网” 全面建立，“智慧大脑
+ 政务服务” 平台上线运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走在全省前列。 益阳海关
揭牌开关， 龙桥公共保税仓和出口监
管仓正式运行， 有力助推企业加速走
出国门、迈向世界。

目前， 湘商在益投资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共有 794家， 占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的 70%， 其中 6家主板上
市企业全部由湘商创建。 湘商投资企
业主要集中在该市十大产业。

食品加工产业以提升农产品精深
加工水平为重点， 培育引进了克明面
业、顺祥水产、口味王槟榔、辣妹子食
品等一批龙头企业。 新材料及新能源
产业以发展先进储能材料、 复合新材
料、金属新材料等产业为重点，培育引
进了科力远、湘懋新材料、金博科技等
一批龙头企业。 电子信息产业以发展
电容器、电子线路板产业为重点，打造
了以艾华集团、奥士康科技、万京源科
技、明正宏电子为龙头的产业集群。机
械装备制造产业以培育引进产业上下
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为主， 打造了
以宇晶机器、三一中阳、中联重科、益
橡机等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 生物
医药产业以发展新型药剂、 现代中药
和医疗器械产业为重点， 培育引进了
汉森制药、湘易康制药、津湘药业等骨
干企业。此外，纺织服装、船舶制造、数
字产业、茶产业、文旅康养等产业，均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湘商投资企业。

益阳还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牵
手国际友好城市， 进一步解放思想，
压实招商引资责任， 搭建开放合作交
流平台，强化政策支持与保障。益阳打
出“组合拳”，加快开放崛起的步伐。

去年， 益阳市外贸进出口总额比
上年增长 50.1%，增速居全省第一。 今
年上半年， 全市实现进出口额同比增
长 40.6%， 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
19.11%，增速均居全省前列。

奧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亚光科技太阳鸟游艇生产车间。 廖文 摄

汇聚开放崛起磅礴力量

向高质量发展奋勇迈进

益阳市中心城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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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益阳长春经开区的奥士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研发、生产、销售高密度互
连积层板、多层挠性板、刚挠印刷电路板等电路
板产品的大型企业。 客户主要包括共进电子、联
想、普联技术、COSMOTECH、大德电子、夏普、
爱普生、德赛西威、康佳、现友产业、建兴等国内
外众多知名企业。

创新驱动，追求卓越，奥士康从不停歇。据了
解， 2018-2023 年， 公司将谋划实现跨越式发
展。投资 10亿元继续对一、二期生产线进行技术
改造，建设一条年产能 120万平方米高精密印制
电路板生产线和年产 80万平方米的汽车电路板
生产线，目前已基本完成改造。 投资 25 亿元，启
动 203 亩奥士康湖南基地三期项目，建设 22 万
平方米标准厂房及其配套设施的高端印制电路
板智能化生产基地。 进一步开拓市场，研发高附
加值产品，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市场占有率。
大规模投资研发智能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充分
发挥与各大高校校企联合和产学研相结合的作
用。企业正朝着年产值 50亿元以上、创税 3亿元
以上的国内领先的高精密线路板生产商冲刺。

近年来，益阳紧跟时代潮流，在深入实施新
型工业化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和高技
术产业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发展路径清晰可见。 益阳市委、市政府深入
贯彻中国制造 2025 发展规划，以湖南省明确的
20 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为指导， 根据本市产
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于 2018 年出台了《益阳市
十大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推进方案》， 明确提出
重点发展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新材料、
生物医药、装配式建筑、农业机械、新能源装备、
电子信息、船舶制造、食品加工等 10个特色优势
产业链。为推动政策落实，配套出台了财税支持、
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措施。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扩大。 到 2018 年底，全
市纳入年度统计的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有
711 家，其中经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 160 家， 同比增长 26.9%。
2018 年，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 1527.78
亿元，同比增长 19.85%，实现高新技术产品销售
收入 1508.55亿元，同比增长 15.98%。

先进制造业快速增长。全市共有 274家先进
制造业企业，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船
舶制造、生物医药、农业机械、新材料等行业中。
2018 年， 全市先进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548
亿元，实现增加值 126 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增
加值总量的 22%，同比增长 13.4%，增速超过规
模工业。

龙头企业强势崛起。 目前，全市上市公司达
到 6 家，分布在各个优势行业，以此为依托形成
一批龙头企业。 在高端电容器领域，形成了艾华
集团、万京源科技、安兴电子等为龙头产业集群；
在高端电路板领域，形成了以奥士康科技、维胜
科技、明正宏电子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在消费电
子领域，形成了五夷光电、瑞思光学科技、鼎一致
远、哲龙科技等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在产业用纺
织品领域，形成了鑫海绳网、盛业土工、环宇纺织
等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这些龙头企业和产业
集群，科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显著，
是益阳市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
坚力量。

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增强。 “十三五”以来，
全市共承担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481项，其中
国家级重点研发专项 1 项、 省级以上科技项目
217 项，市级科技计划 263 项，项目承担单位共
获得政府补助资金 16566 万元， 引导全社会投
入达 60亿元。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依托
与湖南大学、湘潭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建立的产
学研科研平台，共建“博士研究生科研基地”，成
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进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近年来，授权专利 75 项，获省部级科技奖 4 项，
市级创新奖 2项。

科技创新孵化能力提升。 目前，全市共有省
级重点实验室 3 家，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1
家，在全省排名第五位。现有省级农业园区 4家、
国家级众创空间 2 家、省级众创空间 2 家、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2 家、国家级“星创天地”3 家、

省级“星创天地”6 家。 大批创新平台的搭建，成
为推动企业成长，科技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
的重要载体。艾华集团建设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电
容器研发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及湖南省特
种电容器工程技术中心，从事铝电解电容器行业
技术应用的研究， 先后承担了国家创新基金、国
家火炬计划等多个项目，并已取得了多项科研成
果，已授权国家专利 16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32
项。

以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带动作用日渐显现。
2017 年初，益阳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善政、

兴业、惠民”为目标，用 3 至 5 年的时间把益阳建
设成为全国新型智慧城市标杆。该市分别与华为
公司、 湖南电信公司签署智慧益阳战略合作协
议，并委托华为公司编制了《益阳市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顶层设计方案》。

截至目前，已建成互联网 + 政务服务、政务
外网、云数据中心、城市大数据平台、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基础数据库、智慧城管等 12 个项目，还
有 40 多个项目正稳步推进。 益阳市先后获得
“2017 年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奖”“2017 中国智慧
城市示范城市奖”“中国政府信息化管理创新奖”
“中国城市治理智慧化优秀奖”等殊荣。

智慧城市， 是数字经济与城市的创造性融

合。智慧城市运营，激活数字经济新动能。益阳高
标准规划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积极引进数字经
济产业项目，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推
进。软通动力等一批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高新技术企业相继落
户，数字经济生态圈加速形成，数字经济产业链
不断完善。 全市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企业突破 100
家，年产值过 300 亿元，夯实了数字经济发展基
础。 今年 4月举行的 2019年华为新型智慧城市
（益阳）峰会上，又集中签约项目 22 个，合同引资
73.15 亿元，其中数字经济项目 13 个，合同引资
18.05亿元。

数字经济在各个行业开始全面推进，对先进
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尤为明
显。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高技术船
用电子、船用装备及其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
如公司着力推进“绿色智能船艇”的发展，先后攻
克了纯电子推进、感知系统融合、人工智能自主
避碰、航迹自动规划等多项技术难题。

站在新的起点上，益阳正努力推动全市经济
社会各领域高质量发展：抓实项目建设强化高效
益投资拉动， 培强实体经济构建高质效产业体
系，全面深化改革打造高效率发展环境，扩大开
放合作开拓高水平发展格局，突出乡村振兴推动
高起点城乡融合，加强生态保护厚植高潜力生态
优势，增进民生福祉创造高品质人民生活。

坚持新发展理念，下更大功夫推进高质量发
展，时代在召唤，益阳在奋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