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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下
行压力有所加大， 企业经营困难增多的大形势
下，常德工业品何以出现供销两旺的大好形势？
这都得益于常德贯彻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产业
发展精神，深入推进“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 战
略收到的成效。

“我们要着眼未来，着眼可持续发展，始终
保持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战略定力，坚持一
抓到底、久久为功，推动常德发展行稳致远。 ”
常德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说，
开放强市就是要借助外力来解决自身发展的
瓶颈和难题；产业立市就是要把产业作为经济
的载体，强化发展支撑，就是要向产业要动力，
培育发展动能，就是要狠抓产业项目，增强发
展后劲。

基于这种高度，去年常德应发展之需，顺民
心所望，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深入开展“产
业立市三年行动”。 常德市成立了推进产业立市
三年行动指挥部，并分为 9 个专项小组，分别由
市级领导挂帅，部门单位整体联动，搭平台、拓
渠道、给扶持，将产业发展的推进触角延伸到工

业生产一线。 为有效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帮
扶工业企业减负增效， 促进常德市工业经济稳
步增长，在全面落实中央、省惠企政策同时，常
德出台《关于促进产业园区发展若干措施的意
见》《常德市帮扶工业企业十条》等多项政策，编
印了《常德市工业品名录》《惠企政策汇编》，加
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落实企业减负政策，降低
涉企中介收费，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加大金融扶
持力度，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加大政府采购倾斜
力度，加大服务企业力度。 去年以来，常德市为
企业减负已超过 4亿元。

常德创新开展系列“暖企”行动，推动营商
环境持续改善。 市里组建了市政府主要领导参
加的“重点企业微信群”，畅通政企联系渠道。 实
行领导、部门、优化环境监督员联系企业制度，
第一时间了解企业困难、回应企业诉求，精准施
策、纾困解难。 根据企业不同诉求，有针对性地
帮助其解决融资、品牌推介、公交出行、用电等
方面难题，先后推出了银行行长结对服务企业、
“常德品牌·中国品质”品牌推介、“智汇洞庭·科
创常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交车开到厂门口

等一系列活动，受到企业好评。
同时，常德市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

服务。 常德市向两个国家级园区下放 199 项行
政审批权力，整合市本级 50 个审批服务单位的
办事项目，实行“一窗办理”。 并公布了第一批
577项“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分两批
公布了 257 项取消的证明（盖章）类材料清单。
还利用数据共享平台推进“网上办”，方便企业
办事，提高行政效率。

在“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的引领下，常
德工业发展迈进新时代。 2017 年，常德市完成
工业增加值 1147.3 亿元， 总量居全省第三位。
工业企业实缴税金、 省级以上园区规模工业增
加值均位居湖南省第二位； 常德市高新区成功
跻身“国家队”，常德市成为湖南省第三个同时
拥有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的市州。 常德烟草
产业迈过 500 亿门槛，装备制造、食品等主导产
业保持稳健增长，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节
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产业格
局正逐步从“一烟独大”向“多点支撑”转变。 中
国中车、藏格集团、远大住工等战略投资者纷至
沓来。 今年 1 月至 10 月，常德市完成工业增加
值 812 亿元， 全市新引进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117 个，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70 个，均较
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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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委副书记、 市长曹立军说：“常
德要将追求质量效益视为开放强市、 产业
立市的初衷， 将品牌视为加快发展的无形
资产和持久动力。 ”常德牢固树立“发展看
质量、质量铸品牌”的工作导向，付出匠心，
让“常德品牌”成为“中国品质”的重要元
素、集中呈现和鲜明标识。

连日来， 在常德经开区天马智能配电
产业园， 常德天马电器公司正按照法国施
耐德电气“工业 4.0”智能制造标准，建设近
5 万平方米新厂房及生产线， 现场一派繁
忙。 在 2018 湖南(欧洲)投资贸易洽谈会
上， 常德天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施
耐德电气公司签订了 5000 万欧元合作项
目， 天马电器与法国施耐德电气从技术合
作上升到生产合作项目。产业园投产后，天
马电器预计 3年产值达 10亿元，年创税收
约 6000万元。

在这次欧洽会及德国汉诺威国际工业
博览会上，常德 12 家工业企业亮相，签回
了两个合作项目。 常德还现场发布德国品
牌汽车制造、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板材
加工系统研发制造等 11个招商项目，受到
欧洲客商的青睐。“常德造”何以走出常德，
走向世界？

这源于常德对品牌品质的不懈追求和
匠心付出。 常德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发
展看质量 质量铸品牌”工作导向推动企业
追求产品品质和品牌效益。去年以来，常德
市以常德品牌行动为载体， 实施品牌创建
行动，夯实基础强产业。 出台《常德市品牌
行动方案（2017—2020 年）》，成立常德市
品牌行动领导小组， 把品牌建设纳入绩效
考核。该市强化规划引导。在全市范围内摸
底和选择一批影响力大、带动力强、技术含
量高的优势产业、优质产品，编制品牌创建
计划。强化政策激励。出台并完善常德市品
牌奖励办法、常德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
加强技术创新、金融保障、财政投入、平台
服务、人才支撑等扶持力度。市财政每年拿
出 1000 万元， 补贴扶持获得中国驰名商
标、省著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
证等品牌荣誉的企业基地。

常德实施品牌提升行动， 优化供给强
产业。常德市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

体，提升产品品牌，引导企业以市场为导向
优化供给，推动生产由“大路货”向“稀缺
品”转向、由简单贴牌向自主品牌跨越、由
产业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 增加
优质供给，着力推动优势资源向优势产品、
优势产业转化。引导企业严格标准，把产品
质量放在首位， 对生产销售的每个环节实
行严格的质量监控，打造一批高质量、高档
次的名优产品。

在常德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企业把
产品质量视为生命线， 把产品创新视为原
动力，打造常德品质，中国品牌。 响箭重工
在工程机械销量下滑的情况下， 根据内需
调整产品结构， 瞄准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
设重点发力， 投入 1500多万元研发经费，
细分产品， 研发生产高度智能化的短臂架
泵车，扶摇直上成为该领域第一品牌。借助
“一带一路”优势，2017 年，该公司的业务
已拓展到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
地，成立了海外事业部。预计今年产值将超
2.5亿元。

品牌创建同时也倒逼企业实施苛刻的
品控管理， 华乐食品员工操作前洗手半分
钟，再用消毒液浸泡。 耗资 1000万元建成
生产线，客商认为不达标，竟拆除重建。 华
乐食品通过了最严格的新加坡检验， 目前
占领该国 60%的肉类市场。

如今的常德， 品牌成为产业发展的支
撑力和核心竞争力。 目前，全市有 1165 户
规模工业企业，“亿元工业企业” 达到 596
家，主板上市公司 5家。常德市已创建中国
驰名商标、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超过 70 件
（个），形成了一大批叫响全国、驰名中外的
工业品牌，让人们认识和爱上了常德制造。
芙蓉王、心相印、金健、武陵酒业等一批知
名品牌走向了全国、跨出了国门；建成了全
球最大的塔吊基地、最大的泡沫镍基地，亚
洲最大的酶制剂基地； 中联塔吊、 力元新
材、中锂新材、飞沃新能源、达门船舶、华乐
农业、新合新生物、洞庭药业等一批企业技
术先进，品质过硬，产品畅销世界各地；常
德纺机、华南光电、金天钛业、迪文科技、先
淘卫浴、美华尼龙、精为天、德人牧业、常德
水表等一批企业行业争锋、享誉全国。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 。 ”当
前，常德正受益于国家长江经济带、中部崛
起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实施， 各类
战略机遇涌现，各种优惠政策叠加。常德工
业品牌正借力政策东风加速崛起、 振翅高
飞。 常德市委、市政府也将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在新时代中书写高质量发展和富民
强省的常德篇章。

姜鸿丽 覃正文

“这次的产销盛会，我们新增本地销售 5000 万元，让我们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产业立
市的拳拳决心和帮扶企业做大做强的满满诚意，让我们企业如沐春风。 ”11 月 15 日，在常德市举
办的工业品推介暨产销对接会上，康普药业董事长曾培安激动地说。 当天，常德市政府为企
业搭建供需平台，推介常德工业品，促进产销对接。 在 500 多名全国各地工业品牌企业家代
表和客商的见证下，63 家企业和 87 家事业单位签订采购协议,本地产品签约总额达 102 亿
元,新增本地销售 53 亿元。 在这些生产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了 90%以上。

这是常德市委、 市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指示
精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靠前服务，振兴实体经济，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生动实践；

这是常德市委、市政府努力践行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精神，做好
承接产业转移这篇大文章，以产业发展推进支撑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练好内功，深入推进
“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取得的明显实效；
这是一次常德工业品牌的集中亮相，是一次实力展现，更是着力宣传常德工业品牌形象，展

示常德工业品牌魅力，让常德工业品牌走进市场，让更多人认识常德工业品牌，让世界爱上常德
造的产销盛会。

去年以来，在“产业立市三年行动”的大潮中，常德工业品正以“常德品牌 中国品质”的力量，
逐渐刷新人们的品牌认知，不断征服人们的价值认同，走进更多人的家庭生活和更广阔的社会服
务之中。 “常德造”正以一个个鲜活的符号，向世界传递品牌价值，一幅波澜壮阔的工业图景正顺
势铺展。

在这次常德工业品推介暨产销对接会上，常
德签约销售产品涉及生活用品、 建材、 装配式建
筑、机械、生物医药、安防电子、有色金属及新材
料、新能源及节能产品等方方面面。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采购常德市双大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 亿元产品， 常德市中房建筑工程公司采购常德
远大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1 亿元产品， 常德市繁荣
实业有限公司采购湖南重啤国人有限公司 1 亿元
产品等这样的产销大单层出不穷。 最大的赢
家———常德中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常德本地
6家单位签约总额达 1.86 亿元， 销售新能源汽车
295辆。

以往这些工业品的大宗采购， 一些公司和用
户往往舍近求远， 充分对接北上广深杭等一线城
市的大品牌，鲜有肥水流入“自家田”的景象。为何
这次常德企事业单位如此青睐本地品牌， 本地采
购会如此红火？

常德市公交总公司是常德中车新能源汽车的
采购方之一。 2016 年，常德公交总公司采购中车
新能源公交车 200 台，2017 年采购中车新能源公
交车 255台。本次对接会上，该公司又通过招投标
流程采购中车新能源公交车 100台。

说起采购本土产品的缘由，常德市公交总公司
董事长沈小平毫不掩饰地说，常德本土生产的产品
在品质上已经可以和大品牌媲美，能够满足公司的
营运需要，能够为市民创造绿色环保公共出行的环
境。 选购本地产品可以直接与生产商对接，与产品
面对面，可以减少采购成本和物流成本。 选购本地
产品，可以在家门口享受更优质的售后服务。“我们
将全力支持本地企业发展。 作为常德人，能够选用
常德产品，我们备感亲切，我们更由衷地感到骄傲
和自豪！ ”沈小平道出了对本土产品的品质认同和
情感认同。 这种品质认同和情感认同，已经成为常
德 20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共识。

去年以来，常德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下大力发
展产业，实施“常德品牌、中国品质”工业品推介活
动。 市政府专门组织职能部门对全市工业品牌进

行了深入调研，对品牌推介活动进行了深入谋划。
今年 4月份以来，做本土品牌产销调研时发现，常
德市场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均有对工业品的采购需
求， 而常德的生产企业也需要一个机会来展示企
业精品，拓宽延伸市场，巩固产商联盟，促进销售
再上台阶。 常德市政府结合工业产业特点和企业
参与意愿，组织了供需双方深入洽谈对接，举办了
这次盛会，搭建了产销和推介平台。

这样的产销对接会受到了供需双方的欢迎。
常德中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订单还在县域市
场得到拓展， 总经理杨学元激动地说：“这样的盛
会对于展示我们的产品非常有帮助， 有助于我们
在市县区域公交系统的推广。 ”强势品牌在对接会
上找到了下游市场， 一些本土企业不出门就能有
走出去的机会， 湖南中泰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营销部经理叶钢就表示， 这类活动可以促成
出口以及居民融合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一名来
自香港的客商初来常德投资，看到这些工业品后，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说：“常德虽是一个内陆城
市，但在这次工业品推介和产销对接会上，让我们
看到了常德工业发展的强势劲头， 看到了实体经
济振兴的希望。 ”

去年以来，常德市委、市政府积极搭建对接平
台，带领企业走出去，扩大“朋友圈”。 该市先后在
上海、深圳、长沙举行了 3 场“常德品牌·中国品
质”的工业品推介会，市委书记和市长现场担任推
销员，为品牌背书，累计签订协议 100 多个，协议
金额超过 200亿元。 积极对接知名上市公司，拓展
企业销售渠道。 长沙推介会吸引阿里巴巴、华为、
中车、中烟、蓝思科技等 70 家企业巨头，洽谈采购
合作，使常德品牌搭上知名企业“专列”。 常德产品
通过各类经贸展示活动，走入了更广阔的市场，为
产业发展和实体经济的振兴擂响了铿锵战鼓。

产业崛起的背后，是常德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坚守的战略定力

产销盛会的背后，是政府搭建平台、振兴实体经济擂响的铿锵战鼓

世界青睐的背后，
是常德追求工业品质、效益铸品牌的匠心付出

客商对 “常德造 ”兴趣浓厚 。
姜鸿丽 摄

产销意向签约现场。
姜鸿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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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工业品牌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