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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浩荡鼓帆行
———邵阳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纪实

今年 2月 28日， 邵阳市民营经济发展暨
创新发展大会召开，500 余名民营企业家集聚
一堂，聚焦发展新动能，共襄发展大计。

民营经济始终是邵阳最大的发展优势、最
亮的发展特色、最重的发展底牌。 改革开放之
初，这里诞生了我省第一家民营企业———流泽
铝制品厂。上世纪 90年代，邵阳掀起民营经济
发展热潮，民营经济一度成为拉动邵阳经济增
长的“主引擎”、活跃市场的“主力军”、扩大就
业的“主渠道”、“走出去”发展的“排头兵”。

然而，随着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
邵阳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渐削弱。 在“瓶颈
期”如何破题？ 邵阳给出了响亮的回答———创
新机制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给了我们前行的方向和动力。 ”邵阳市
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说，邵阳要握
紧这根“定海神针”，干在实处，才能心里清，方
向明，脚有劲，迈大步。

今年 5 月，邵阳市委、市政府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聚焦民营经济，实施优惠政策，制定
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33
条》。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科技创新、用地政
策、人才培养引进、减轻企业负担、创业服务等
方面，回应企业家期盼，为企业家安心谋发展
营造更好的法治、市场和社会环境，充分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

“这《33 条》出台很及时，也非常接地气，
我们都是受益者。 ”湖南粮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荣德说，公司主要从事农作物种
子和蔬菜种苗的育繁推广工作，是邵阳唯一一
家持有省级主要农作物种子和蔬菜种苗生产
经营许可“双证”的企业。 在市、区两级政府和
相关部门的帮助下，公司在大祥区建立高标准
科研基地，今年完成 1200 多个水稻品种的田
间对比试验，效益明显。

站上新时代的发展高度，围绕做大做强做
活民营经济，邵阳市委、市政府着力“产业兴
邵”，培育发展新动能，成立高规格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打造“沪昆高速百里工业走廊”，制定
了《邵阳市招商引资若干政策规定》《关于加大
财政支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和《支
持引老乡回家乡创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接
“500 强”提升产业链行动方案》《对接“一带一
路”推动走出去行动方案》等“3+X”开放崛起
新体系，展示了该市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心。

与此同时，该市各部门结合各自的职责职
能，制定了新一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配套措
施。 该市政法委、统战部、工商联联合制定《组
织建立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联系机制的实
施办法》， 开展联动服务， 让民营企业家们专
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一系列“政策大餐”，极大地增强了邵阳
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截至今年 9 月，
该市今年民营经济增加值达 865.89 亿元，同
比增长 8%，占全市 GDP 比重达 64.1%；民营
规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839.82 亿元，贡
献 77.7%的税收。

陈仕球 周玉意 谢春香 高 强

稻菽千重浪，又到丰收时。
9 月 24 日， 邵阳 32 个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 总投资 70.08 亿元， 其中产业项目
26 个。 10 月 28 日，邵东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招商推介会在长沙召开， 现场签约 7 个
项目；前不久，新邵经开区智能制造产业园
刚刚完成 5 个重大投资项目签约入驻。

在邵阳经开区，亚洲富士电梯公司正忙
着 2000 台电梯的订单生产，拓浦精工正开
足马力生产， 确保今年 200 多万台智能电
饭煲如期交货……各企业生产热火朝天，招
商引资快马加鞭，产业振兴蓄势升级，处处
生机勃发。

东风浩荡鼓帆行。近年来，邵阳出台“解
渴”文件，采取“给力”措施，举办民营经济发
展大会，创办“民营企业家沙龙”活动，精心

为民营企业成长培育肥沃土壤，让民营企业
吃下“定心丸”，使这里成为企业家想来、来
了能扎下根、 扎根后能枝繁叶茂的创业热
土。

据统计，该市产值过亿元的民营企业达
581 家 ， 民营经济增加值从 2014 年的
826.24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154.3
亿元，涌现出三一重汽、阳光发制、富士电
梯、拓浦精工等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

9 月 19 日下午，邵阳市委统战部、市工
商联如期举办第五期民营企业家沙龙“企业
票据融资”专场。 正是在这次企业家沙龙会
议上，金融机构了解到湖南粮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发展难题。 会后不久，人民银行邵
阳市中心支行副行长陈飞雄就带着各金融
机构负责人陆续来到该企业问需求、 解难
题。“有了银行的资金支持，我们生产经营的
底气更足了。 ”公司副总经理王荣德介绍，公
司正准备筹划建设一座高标准科研楼。

民营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
唱好这个“大合唱”，实现同频共振？ 今年来，
邵阳市委统战部找准“党政所需、企业所盼、
工商联所能”的结合点和着力点，联手市工
商联创新举办民营企业家沙龙，积极对接民
营企业发展需求， 主动帮助企业破解难题，
让民营企业更有获得感，发自肺腑、气势十
足唱响发展“好声音”。

“把民营企业家当成‘家人’，把发展民
营经济当成‘家业’， 把服务民营企业当成
‘家事’。 ”邵阳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长曹普华
说，举办民营企业家沙龙活动就是要“零距
离”跟企业交心暖心 ，“百分百”帮企业解难
纾困。

在民营企业家沙龙活动上，邵阳市委统

战部、市工商联组织市直相关职能部门和民
营企业家进行“有问必答”式互动交流，直面
问题与矛盾不逃避、不推卸责任。 一个个问
题浮出水面，一个个热切期盼得到答复。在 9
月举行的经开区专场活动上，拓浦精工负责
人提出企业电费过高的问题，曹普华当即叫
来电力公司负责人，现场答疑并给出解决方
案。

“民营企业家沙龙成为民营企业家乐于、
敢于分享‘自家烦心事’的舞台，深受民营企
业家的喜爱。 ”该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
蒋科荣说，从原定一个季度举办一次，到后
来筹备两个月举办一次，现在发展成一个月
举办一次，吸引了众多民营企业家踊跃报名
参与。 目前，该市已成功举办 6 期民营企业
家沙龙活动。

据了解，自今年 1 月举办首场民营企业
家沙龙活动以来，邵阳市委统战部、市工商
联发放调研检查督办函 5 次，开展专题走访
调研 50 余次，帮助民营企业解决产业转型、
人才培养、政策落实、职工保障、供水储水等
问题 30余件。

作为从沿海到邵阳来发展的新化籍民
营企业家，湖南讯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康旺东对“民营企业家沙龙活动”服务保
障民营经济发展的努力深有体会：“民营企
业家沙龙对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可用三
个词来概括：真关心、真帮忙、真解难！ ”

“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部分民营企业面
临融资难的窘境，深挖银行信贷资源，专门
组织了一场银行与企业的互动沙龙。 ”邵阳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邓政
介绍，在这次沙龙活动中，市工商联与人民
银行邵阳市中心支行签订了《民营企业金融
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为企业拓宽融资
渠道，疏解融资难题，搭建起政银企合作共
赢的“连心桥”。

问题在解决，环境在优化，信心在提振。
邵阳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产业转型
升级的“生力军”，经济持续增长的“加速器”。
今年，该市在国家基本单位名录库“四上”单
位总数首次突破 4000 大关， 达 4011 家，总
量仅次于长沙，居全省第二位。 目前，全市共
有各类市场主体近 25 万余户， 吸纳城乡就
业人口近 190万人。

在邵阳经开区亚洲富士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门口，正在建设中的电梯试验塔分外醒目，
该电梯试验塔建成后，将以 159 米高、12m/s
的速度位列华南中西部首位。 公司董事长王
要辉介绍，公司生产销售来势喜人，已进入第
5 批湖南省两型产品政府采购目录名单，今
年就已经生产销售电梯、扶梯 1600 余台，产
值突破 2亿余元。

“在沿海开放地带办不成的事情，在邵阳
办成了。 ”谈起将企业从东莞搬到邵阳发展，
王要辉直言是政府优质而高效的服务感动了
自己。 2015年，当邵阳市向他伸出橄榄枝时，
王要辉出于扩大公司影响和生产的考虑，需
要将公司更名为“亚洲富士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而其位于深圳的总部也只能更名为“深
圳亚洲富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闻听客商要
求，邵阳市安排专人负责，不到 4 个月，就将
“亚洲富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递
到他手中。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近年来， 邵阳市
委、市政府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在推进民营项
目建设、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方面，推出“保姆
式”服务、深化“放管服”和“只跑一次”改革等
组合拳，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高地。

“一粒种子的成长，离不开水分、空气和
土壤。引进一家企业就是播下一颗种子，它的
发展，离不开适宜的生长环境、发展环境、社
会环境。”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说，优
化营商环境就是要当好企业的“联络员”“服
务员”，帮助企业缓解压力、破解难题、拓宽发
展道路，让企业轻装上阵逐鹿市场。

优化环境抓服务。 该市出台《关于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的若干意见》共 21条、优化营
商环境“市场监管 30条”措施，推动“放管服”

改革向纵深发展； 设立了总额 30亿元的产业
发展基金， 资本金 3亿元的中小企业担保资
金，总金额为 2亿元的过桥资金，近 5 年来市
本级累计担保额已达 40.12 亿元， 为立得科
技、阳光发品过桥共计 5300万元，有效缓解了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设立了直供电交易
体系，企业根据负荷发展的需要，适时新增变
电站布点，基本建成结构合理、技术先进、灵活
可靠、经济高效的现代智能配电网。

企业需要什么，就解决什么，邵阳在服务
民营经济发展上铆足了劲。2017年，该市将 18
个市直部门的 232项经济管理权限集中一次
性下放到邵阳经济开发区；通过聘请 1000名
专家组成专精队伍、设立 300个企业服务站组
成专业队伍、组织领导干部挂点，安排 25家职
能部门组建一支专攻队伍，合力为企业提供智
力、资金、项目、人力等点对点、一对一服务，帮
助企业爬坡过坎，实现更大发展。

市工商联用“力”用“心”当好“娘家人”、
办好“娘家事”。 今年 5 月，邵阳市委统战部、
市工商联邀请全国知名学者、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喻景忠教授前来授课，为全市 300 多名
民营企业家进行《民营企业税务筹划》专题培
训； 连续 6次组织非公经济人士赴全国各大
名校参加“创新与发展”培训班，引导民营企
业家练好自身内功、提升发展能力。

营商环境怎么样， 市场主体感受最明显，
企业家最有发言权。中国中部快时尚产业金砖
谷是位于邵阳经开区的一个小微企业孵化基
地，在这里，“不见面办证”“一址多照”“一照多
址”和“集群注册”等新鲜事层出不穷。“我因为
生意需要，必须办理 7个工商营业执照。 原来
以为很难，谁知 7个执照一天就办好了。 ”返乡
创业落户金砖谷的双清籍老板曾林介绍。

当好“服务员” 企业轻装上阵逐鹿市场

办好沙龙活动 唱响民营经济发展“好声音”

紧握“定海神针”
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新活力

湖南粮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杰（左二）和袁隆平院士第一助手、公司首席
育种专家李必湖教授（左三）在板桥乡的科
研基地观察品种。

邵阳市经开区重
点产业项目集中投产、
集中开工活动现场。

湖南粮安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在板桥乡
的科研基地。

三一湖南汽车制造公司生产车间。 亚洲富士电梯公司的生产车间。 （本版图片均由邵阳市委统战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