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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门店开业多。”12月18日，记
者见到步步高集团总裁陈志强时，他步
履匆匆，干劲十足。今年步步高完成了
对家润多的并购，预计新开71家门店。

在陈志强看来，这一切都是步步高

实施数字化转型取得的成果：门店来客
数在今年第一季度止住下滑势头，出现
正增长；活跃的数字化会员突破 1500
万；线上小程序发展了到家业务。

早在 2013 年，步步高察觉到电子
商务发展的风向，可投入 10 亿元布局
的云猴网最终悄然落幕。2018 年，借
腾讯、京东的“技术之手”，步步高组建
智慧零售事业部、引入国际先进的管理
团队，挖掘内生动力。

如今，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走在了全国智慧零售行业的前列，也
是唯一冲进2019湖南百强企业榜单前
十的零售业企业。

“转型升级是民企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必经之路。”省工商联主席张健说。

12 月 17 日，张健刚从老挝等地调
研回国，他感慨地对记者说：“‘一带一
路’商机无限！”

与张健同行的，还有省内民营企业
家组成的代表团。

水丰土肥的缅甸，蓖麻长得比国内
壮实一倍，且人力、土地成本
低廉，何不在此发展中草药种
植？

几位企业家和当地政府
一对接，原来缅甸企业对湖南

的中药材加工技术“垂涎”
已久，双方愉快地约定，缅
方明年 3 月来湖南，进行

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面对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我省民

营企业如何突出重围？“困难，困在家里
才难；出路，走出去才有路。”张健说。

抢滩海外大市场，已有民企尝到甜
头。湖南农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若桥，企业的英文介绍张口即出，
他 手 机 里 装 了 好 几 个 学 习 英 语 的
APP。公司员工免费进修英语，技术
员、销售员以及管理层都能进行日常英
语沟通，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助力不
少。今年上半年，农友集团的出口额
400多万美元，同比增长57%。

出路既在“脚下”，也在“眼前”。专
注细分领域，瞄准“专精特新”，“单项冠
军”“隐形冠军”的天地格外精彩。

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的风电叶片预埋螺套，是大型风
力发电机的必备固件，目前在全球占有
70%以上的市场份额；湘潭宏大真空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几亿元的订单不断，在
国内高端真空镀膜设备领域的市场占
有率超过9成……

12月20日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要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更好支持和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企业练好内功，环
境不断优化，我省民营企业必将迈出高
质量发展新步伐，民营经济的大树必将
根深干壮、枝繁叶茂。

12 月 12 日 11 时 1 分 33 秒，“而立
之年”的三一集团，实现了年销售收入
突破千亿元。湖南，自此诞生首家千亿
民营企业。

既有“顶梁柱”，也有“生力军”。
到了吃饭时间，去步步高超市“刷

脸”购买生鲜食材；茶余饭后，来一包盐
津铺子的休闲小零食；网上“冲浪”，触
摸的是蓝思科技生产的手机屏；嘘寒问
暖，随处可见的是益丰、老百姓大药房
在街边提供服务……

三湘大地，80余万家民营企业，遍
布园区和小巷，分布于“七十二行”；大
到国之重器，小至衣食住行，撑起我省
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的
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
步确定下来。

2018 年 11 月 9 日，省委书记杜家
毫在郴州调研民营经济发展等工作时，
了解到国内含砷固废物处置的领军民
企——郴州钖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
参与娄底锡矿山地区历史遗留砷碱渣
处置中遇到了技术评审、资金紧张等问
题，当即召集娄底市、冷水江市主要负
责同志赶赴郴州，连夜召开会议，专题

研究解决办法，亮出了我省大力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的鲜明态度。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企
业发展，近年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
系列组合拳，“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
行政审批事项全面精简，“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全面铺开；大力减税
降费，切实减轻民营企业负担；建立财
政激励机制，制定并落实技改奖补和研
发奖补办法，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升级；
调节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民营企业信贷，
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

近两年，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
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民营企业生产
经营困难增多。2018年底，省委、省政
府下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不折不扣落实税费优惠
政策”“降低用地成本”“保障民营企业
平等地位”等 25 条干货十足的政策措
施，进一步破解制约我省民营经济发
展的瓶颈。

人才新政、科技创新政策、知识产
权保护……全省各地，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实字当头，协力同心。

全国工商联今年发布的2019年万
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报告中显示，
长沙营商环境指数在全国35个大中城
市中排名第9位。在三诺生物传感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黄安国看来，长沙营

商环境好，他们有切身的感受。
作为我国“血糖仪第一股”，三诺生

物近年快速发展，需要建设新厂区。长
沙高新区管委会了解到公司的需求后，

“豪爽”地划出38亩土地。
12月18日，记者看到，新厂区已经

建好，“糖尿病管理智慧园区”明年即可
顺利运行。“一块挺值钱的商业用地，万
万没想到能让给企业建厂房。”黄安国
连连称赞。

从深圳将生产线转移至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经开区的湖南星际动力
新能源有限公司，因办事流程简化，从
签约到落地投产，只用了 4 个月，企业
负责人惊叹：“湘西有了‘深圳速度’！”

衡阳镭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今年
上半年共获得786万元税收减免，全部
转化成了研发费用，今年预计实现销售
收入2亿元。

政策“解渴”，措施“给力”，成效实
在。全省民营经济提质发展步伐加
快，在经济稳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
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今年前三季度，我省非公有制经
济增加值总量为16549.3亿元，同比增
长 8.5%，快于 GDP 增速；非公有制经
济实际缴纳税金占纳税总量的61.1%，
比上年增长9%，远高于纳税总量1%的
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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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型升级，扬帆出海，瞄准“专精特新”，民企发展有“出路”

时值岁末，位于宁乡高新区的邦普
5期项目施工现场，土建工程进入尾声，
预计明年6月可投产，10万吨废旧动力
电池循环利用产业化扩建项目的光明
前景已近在眼前。

尽管身处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寒
冬”，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今年
继续保持较好态势，前 11 个月的产值
约 30 亿元，同比有所增长。“主要依靠
技术创新！”湖南邦普总经办主任张飞
说。今年初，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
司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民营企业湖南邦普亦是2019湘企
百强“新秀”。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竞争加
剧的新形势下，新晋湘企百强的 10 家
民营企业靠什么强势突围？

“全球寻找新商机。”在阿联酋阿治
曼成功运营中东第二大中国商品批发
集散地的博深实业，是湘企勇闯“一带
一路”的先锋，现在正在帮助我省更多
的产品、企业“走出去”。

今年9月，阿治曼中国城获评首批
6 个国家级国际营销服务公告平台之
一，为客户提供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制
造与销售、物流仓储及全球结算等供应

链管理综合服务，帮助一些想做外贸但
缺乏经验或顾虑重重的企业走出国门。
博深供应链公司今年进出口业务总量已
实现“五连翻”，新增客户近50家。

伴随着在海外市场闯出一条新路，
博深实业2018年的营业收入成功突破
百亿元，首次跻身湘企百强榜，排名第
35位。

一举进入榜单前50强的天元盛世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始终“踩”准时代节
拍。近30年间，数次挺过行业低谷期，
地产、建筑板块逐渐驶入发展快车道；
近年进军实体经济，注资盘活湘潭锅炉
公司，产品热销“一带一路”；拓展商业、
能源、金融等领域，实现多元化经营。

“不冒进，把握市场节奏，灵活应对。”公
司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如是说。

有色金属行业受经济周期波动影
响大，湖南桂阳银星有色冶炼有限公司
将“开源节流”作为生存之道。一方面，
改造扩槽电铅生产线，成为全国单线产
能最高的车间，各项金属回收率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余热回收、
有价金属综合回收利用、节能降耗等措
施，持续降成本增效益。

湖南申湘汽车星沙商务广场有限

公司打造全国首个汽车经销商服务品
牌，形成从整车销售、维修服务到评估
置换、金融服务等汽车后服务的完整服
务链；伟大集团创新探索建筑节能整合
运营管理新模式，整合了从保温材料、
节能门窗到防水密封条带、特种粘结剂
等一系列建筑材料的自主研发与规模
化生产。

“围绕‘创新’二字，这批民企开展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
等，拥有良好的经营状况和较强的盈利能
力。”湖南100强企业榜单的发布方，省企
业和工业经济联合会的相关负责人说。

透过榜单可见，长沙市比亚迪汽车
有限公司、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等一批民企，排
位大幅提升。他们有的采用自主研发
的智能装备，提高生产效率；有的创新
产品设计，完善用户体验；有的“大手
笔”投入科研开发，抢占细分市场……
无不做足创新文章。

放眼 2019 年中国企业 500 强榜
单，湖南上榜的6家企业中，有4家是民
营企业，且排名均有所上升，高质量发
展态势愈发明显。

1. 拼技术、拓市场、树品牌，民企“新秀”有“高招”

2. 政策“解渴”，措施“给力”，环境优化，民企成长有“密码”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2月20日，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总装车间，质
检人员对新能源汽车进行静态检测。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59.1%

前三季度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总量为
16549.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5个百分点，
占全省GDP总量的比重59.1%。

比上年同期

增长8.5%

我省民营经济发展态势，根据2019年前三季
度的数据统计，可以用“五六七八九”来概括。

“数”说亮点

61.1%

前三季度非公有制经济实缴税金为
1881.6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0个百分点，
占全部税收总额的比重61.1%。

比上年同期

增长9.0%

79.5%

前三季度非公有制规模工业企业总产值
比上年增长10.7%，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为79.5%。

比上年增长

10.7%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新增了80%以
上的就业。

80%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数量超过80
万个，占全省市场主体的90%以上。

90%

蓝思科技工业园，
规模宏大的蓝宝石长晶
车间一角。（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黄婷婷
通讯员 钟建华

新年元旦前夕，阿联酋阿治曼中国城节日气氛
浓烈，消费者徜徉于此，购物、休闲、领略中国元素。

这个经营面积达12万平方米，入驻企业超
2100家的中国城，投资商是来自湖南的博深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商城日均客流量4万余人，从
业人员超万人，年批发零售交易额超过20亿美元。

今年11月由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合会发布
的2019湖南省百强企业榜单上，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与民营企业平分秋色，新闯入榜单的15家

“新秀”中，有10家是民营企业，占三分之二。博
深实业作为佼佼者，便是此次入围“新秀”之一。

10家民营企业成为百强“新秀”，折射出我
省非公经济发展的强劲态势和勃勃生机。

据统计，2019年前三季度，全省非公有制经
济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5%，总量壮大的同时，发
展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年度盘点·湖南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