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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由长沙银行和湖南大学联合发布的国内首个全面深入研究县域金融发展问 题的《湖
南县域金融竞争力评价报告》显示，新化县的金融竞争力综合排名跻身前十强 。 实体经济活则金
融活，实体经济兴则金融兴。 榜单上的名列前茅，既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新化近年来经济
发展的良好态势，也是给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新化交出的经济发展答卷打出高分。
今年以来，新化县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定不移地开展
“项目建设大比拼”，集中力量办大事，吹响了“产业 项 目 建 设 年 ”的 进 军
号，全县齐心协力向着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领地持续挺进。 今
年 1-11 月份， 全县 170 家规模企业累计完成产值 180.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1% ；全 年 预 计 完 成 规 模 工 业 产 值 206 亿 元 ，
同比增长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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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县资江风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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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县凝心聚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整体视野布局产业发展版图
新化县城夜景。

以长远视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新化县经济开发区。

经济发展的基石在产业， 产业
发展的引擎是项目。 新化县委、县政
府牢固树立“大开放、大招商、大发
展”理念，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加快
发展的“第一抓手”，把招商引资作
为加快发展的“第一菜单”。 新化县
以落实九个“三年行动计划” 为路
径，扎实推进“942”项目计划，2018
年“产业项目建设年”计划实施重点
项目 151 个，总投资 523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116.8 亿元， 其中产业类
项目 100 个，年度计划投资 64.7 亿
元；储备项目 65 个，总投资 304 亿
元。
筑巢引凤栖，新化县按照“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
的理念精心建设产业园区，营造“亲
商、安商、富商”的发展氛围，着力将
向红园区、梅苑园区、游家工业园 3
大产业园区打造为招商引资、 招才
引智的新磁场， 坚持政策向园区倾
斜、要素向园区集聚、产业向园区集
中，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园
区已建成标准化厂房 50 余万平方
米，重点打造“5+3”产业集群，建成
了特种陶瓷产业园、 新材料新能源
产业园、创新创业孵化园、农产品加
工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园区， 工业园
区落户企业达 89 家，园区规模工业
增加值达到了近 30 亿元。
不拒众流，方成江海。 新化县在
招商引资上打出了自己的“组合
拳”，拓宽了经贸合作往来的“朋友
圈”。 今年，为加速金融活水流向实
体经济，新化县通过“政府搭台，银
企唱戏”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政银沟
通，深化银企合作，在政银企合作洽
谈对接签约会上，签约 20 个总金额
达 33.41 亿余元的项目。2017 年，积
极参与“湖南走进美洲”、“港洽周”、
“湘博会”等经贸活动，深入珠三角、
长三角、京津冀广泛开展招商推介，
引进广东将苑、浙江天能等 16 个项
目。
2016 年，新化县依托“IPO 绿
色通道”这一政策，筹建上市企业的
孵化器“文旅小镇”，招引拟上市企
业来新化注册， 并成立领导小组和

工作机构，分赴北京、深圳、广州、浙
江、惠州等地开展专题招商活动，积
极加强与证券公司和拟上市企业的
沟通对接。 2018 年，已成功引入长
城证券、太平洋证券、湖南卫成、中
民筑友、格林美等 34 家省内外知名
企业入驻，34 家新入驻的企业累计
缴纳税收达到 1.2 亿多元。
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风
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和利好政策的鼎
力支持。 新化县围绕政策落地、资金
人才、行政审批、产业项目等关键环
节，立体式全方位推进“放管服”改
革，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换、提高行
政效能、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排忧
解难、松绑解困、减负降费，做好企
业稳续向前发展的
“店小二”。
新化县按照“能简则简，能放则
放”原则，出台“最多找一人、最多跑
一次、最多一个月”办事服务机制，
通过一窗受理、 并联审批、 即来即
办、 限时办结等改革， 化解繁琐程
序，提高企业办事效率；产业园区实
施“一家企业、一名挂点领导、一个
工作小组、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
五个一工作方案， 全方位为园区企
业提供“保姆式”服务。 在落实省委
十条优惠政策、财银保融资等方面，
最大限度为企业排忧解难， 今年已
代办工商注册 10 家，代办环评批复
7 个，办理项目立项 10 个，办理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6 个， 积极办理
园区土地出让手续。

新化县城区。

行稳致远，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截至今
年 5 月，新化县已积极申报节能、技改、淘汰落
后产能、中小企业发展、科技信息化、智能制造
等项目 51 个、争取项目资金 1833 万元，新引
进工业项目 38 个、 引进资金总额 36.5 亿元，
为工业转型提质开辟了新的路径。 三产业结构
比 从 53 ∶20.8 ∶26.2 调 整 为 25.3 ∶31.1 ∶
43.6，新化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加速转变成为一
个工业和三产服务业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
为全力推进特种陶瓷产业转型提质，加快
建立健全特种陶瓷产业创新支撑体系，创建产
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组建了 1.8 亿元的发展
基金。 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特种陶瓷产
业园为平台，依托劳施特电陶、福美来电陶、林
海陶瓷等重点企业， 进一步提升特高压电瓷、
高性能陶瓷膜、可穿戴精密陶瓷、电子陶瓷等
优势产品，加速推进陶瓷材料精细化，特种陶
瓷日用化，日用陶瓷高端化，陶瓷装备智能化，
实现由传统陶瓷产业向特种陶瓷转型升级的

新化经济
开发区梅苑工
业园。

跨越式发展，全力建成具有完整产业链和核心
竞争力的特种陶瓷产业集群。 作为国家特种陶
瓷制造和出口基地，新化特种陶瓷在国内外享
有盛誉，部分产品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 90%以
上，并远销欧美、东南亚和港澳台。 全县特种陶
瓷企业达到 200 余家、 从业人员 3.6 万余人，
培育了鑫星电陶、美程陶瓷、长江电子等一大
批创新型、外向型等规上企业，2017 年全县特
种陶瓷总产值近 100 亿元。
积极推进文印产业回乡集聚发展，借力文

印行业已有的人才、
技术和资源优势，突
破以往“散小弱”发展模式，全力整
合发展文印产业，全力打造“新印
科技万家加盟连锁文印店”战略品牌，整合行
业资源，实现行业自律，培育龙头企业，形成品
牌效应。 以新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新
印科技将传统文印产业模式与互联网概念紧
密结合， 首创 “云印刷 + 云商城 + 云维修 +
云人才”的文印产业互联网全产业链和线下门
店传统经营产业链联动的“新商业”概念，推出
了“互联网 + 生产中心 + 窗口店”的品牌化商
业模式。 新印科技还将结合“文印店·印务中
心·设备耗材·维修服务”模式，沿着“一带一
路”向国外拓展业务，打造一家以文印产业为
核心，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控股集团。

以开放视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近年来，新
化县以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开放引进为主路
径， 将经济开发区发展为省级高新技术开发
区，发展了高新技术企业 19 家,建立了湖南省
电子功能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了省级
和市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5 家， 建立了新化
县特种陶瓷技术研发中心和新化县农村农业
信息服务中心等服务平台， 有 11 个项目获得
科技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支持。 2017 年，
全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0.2 亿元。
新化县委、 县政府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坚
持不懈推动创新引领发展，鼓励和支持本土企
业与国内外大公司、科研机构加强合作,积极为
企业搭建与国内外优秀学术人才、科技创新专
家交流沟通的桥梁。 为更好结合“引进来”与
“走出去”的创新发展路径，全力推进技术创新
和对外合作， 建设了新化特陶北美海外办事
处、电商产业园、外派劳务服务中心等多个开
放型经济发展平台， 组织 30 户电子陶瓷企业
参加了第八届湘博会，编制了特种陶瓷对外宣
传资料， 组织 10 余家企业参加了省贸促会组

新化经济开发区特种陶瓷产业园。

织的
“
2017 湖南走进美洲知识产权推介会暨湘
美企业项目对接洽谈会”活动，举办了“
2018 先
进陶瓷走向世界产业创新联盟研讨会暨湖南
新化先进陶瓷展览会”。 目前，正在积极争取设
立新化海关监管组，助力新化的企业和产品走
向国际市场。 为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提升科
研能力，舍得下“本钱”，全力完善对企业科技
创新的奖励机制，重点是在收入分配、项目补
贴和研发奖励等方面作出一系列新规。
除引进和搭建交流平台，新化积极打造本
土科技创新人才班子， 新建了创新创业孵化
园，力图提高本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湖南省
映宏新材料以研究新材料为主导，注重新产品

(本版图片均由新化县委宣传部提供)

研发，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
技术产品， 产品已通过湖南省科技成果鉴定，
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目前，拥有各
类专利技术的研发产品达到 23 个， 公司以新
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引领行业未来，已发展成为
轻型起重输送设备的龙头企业。
发展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 集中培育以新
型复合材料、节能环保材料、装配式建筑材料、
耐火材料、新型墙体材料为主体的新材料产业。
以科舰能源、 中电投湖南新化新能源发电为龙
头，大力开发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发电项
目，全力培育以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
能源产业。 科舰能源专注生产高性能免维护、新
能源电池，是一家集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新能
源动力、储能、启动蓄电池于一体的高新综合技
术性企业，自主创新生产的
“
科舰”、
“
沙漠王子”
牌电池荣获湖南著名商标、名牌产品。
创新能力和活力的提升让更多企业掌握
技术的“杀手锏”，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开
辟出一片新天地，进一步提高新化县经济发展
的“造血”能力，全方位激发内生发展后劲。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 新
化县上下联动、内外合力，在提振实体经济，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跑道上步伐铿锵有力，一
如既往地信心坚定、真抓实干，持之以恒地推
动新化经济发展迈入气质更佳、 活力更足、颜
值更高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