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治理更智慧

开放崛起步履疾

产业兴市大潮涌

现代农业风头劲

今年4月3日，以“智慧新益阳·
汇聚新动能”为主题的 2019 年新型
智慧城市(益阳)峰会举行，旨在探索
智慧城市建设前沿的新理念、新技
术、新模式，增进数字经济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益阳这个传统农业大市，
凭借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这张靓丽名
片，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益阳市以“善政、兴业、惠民”为
目标，于 2016 年在全省率先整体启
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并做好顶层规
划设计。目前，与华为公司、中国电
信湖南分公司等合作的智慧政务、智
慧城管、雪亮工程等 12 个项目已相
继上线运行，还有 40 多个项目正稳
步推进。益阳先后荣膺“中国智慧城
市创新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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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建设，让政务服务更高

效便民。益阳建成覆盖市、县、乡、村
的“智慧政务”平台，打造了“一号申
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新模式，并
在全省率先建成人脸识别、在线支
付、电子签章等“一次都不跑”的网上
办事系统。现在，企业、个人申请类
事项网上可办率达98%，办理时限平
均压缩 50%以上，60%以上实现“最
多跑一次”，益阳成为全省“互联网+
政务服务”示范市。

智慧城市建设，增强了群众幸福
感。“智慧教育”，建成优质教育资源
与教育数据共享平台，城乡师生线上

共享互动。“雪亮工程”，让城市、乡村
有了“千里眼”“顺风耳”，人们安全感
更强了。“智慧医疗”建立起以市中心
医院为龙头，市内 30 余家医疗机构
参与，与乡镇互通的远程诊疗平台，
老百姓看病就医更方便……

在益阳，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智慧
城市建设相得益彰。

2017年底，益阳市委、市政府在
全省率先提出发展数字经济，以信息
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
展，统筹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益阳重点引进区块链、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等领域企业，规划建设益阳市数字
经济产业园和益阳市华为配套产业
园，初步形成了“一园、一中心、三基
地”的发展格局，即华为配套产业园、
数字经济创新孵化中心、数字经济产
业基地、芙蓉云大数据云计算基地、物
联网互联网终端产业高端制造基地。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要素保障能
力不断增强，《益阳市信息通信基础设
施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9－
2021年）》与《益阳市推进“三型两网”
建设实施方案》已发布实施，正在有序
推进。全市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
快，艾华集团、奥士康科技等11家企
业分别入选工信部和湖南省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试点示范企业。

更引诗情到碧霄。益阳，正奋力
奔跑在新时代的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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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玉菡 易政研

时序更迭，沧海桑田。益阳，千年古城华

美蝶变。

现代农业示范全国，工业富市步履铿锵，

对外经贸强势崛起，智慧城市试水领先，益阳

彰显魅力与活力。1-11月，全市市级及以上

园区工业增加值增长9.2%，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4个百分点，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8.16

亿元，增长6.2%。

岁月筑辉煌，加速向未来。一个富饶、创

新、开放、绿色、幸福的新益阳，正向我们走来。

谱写谱写““山乡巨变山乡巨变””新篇章新篇章

益阳：

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益阳先行先
试，硕果满枝。2012年至2018年，益阳市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增速连续7年领跑全省。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省唯一现代农业改革试
验市，益阳不负重托，砥砺前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稳步推进，进一步释
放了农业农村活力。

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益阳推进土地有序流转，带动了80%以上的土地
流转，全市土地流转总面积达260多万亩。

产业呈现特色化，绿色成为主色调，益阳现代农业
释放品牌效应。大力推进“131 千亿级产业工程”(“1
茶3优1特”，即安化黑茶，优质米面、优质水产、优质蔬
菜，特色食品加工)，打造出安化黑茶、桃江笋竹、赫山
大米、资阳休闲食品、沅江芦笋、南县小龙虾、大通湖大
闸蟹等特色产业。目前，益阳农产品已获得中国驰名
商标、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及地理标志登记证书近40个。全市获得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标志的农产品462个。赫
山区、安化县成功申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智
慧农业”崭露头角，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正加速形成。
南县、沅江成为全国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试点项目
县。“智慧农业”与益村平台融合叠加，正逐步为全市
80多个乡镇、1100多个村搭建智慧生产、智慧监管、智
慧营销、智慧服务平台。今年，益阳市特色农产品网络
销售额突破60亿元。

2019年，益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代农业持续
升温。

深化现代农业配套改革好戏连连。制定并实施
《2019年益阳市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实施方案》，重点推
进27项现代农业改革试验任务。探索现代农业发展
新模式，桃江县竹产业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安化县黑茶产业获得国家第二批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资格，正在支持南县稻
虾产业申报创建国家第三批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赫山区、资阳区、南县、
沅江市新增申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争取中央
预算内资金6538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6.08万亩。争
取中央和省预算内资金58564万元，支持重点涝区水
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绿色农业·数字乡村”益阳模式显露功效。通过
克明面业、顺祥水产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强
势带动，已形成“龙头企业+生态基地+农家风情”“龙
头企业+生态基地+乡村旅游”等融合发展新模式，全
市农产品加工业年销售收入已突破1110亿元，休闲农
业实现经营收入28亿元。南县南洲小龙虾小镇获批
全省第一批特色小镇示范镇。益阳湘运集团运用“互
联网+”技术，自主研发“走么”快递系统，在全市范围
内设置的17家湘运驿站已投入使用。

12月22日上午，益阳市举行“产业
项目建设年”产业项目开工观摩活动。
市委书记瞿海率队深入益阳高新区、益
阳东部新区，观摩新开工或正建设的产
业项目，为产业项目建设鼓劲加油。市
委副书记、市长张值恒带队参加赫山区、
资阳区产业项目开工观摩活动，并宣布
相关产业项目开工。

在益阳高新区，湖南灏森新材料生
产研发、湖南弗兰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基地、湖南超频三智慧科技有限公

司现代智能照明全产业链等项目快速推
进。

在赫山区、资阳区，龙岭智慧新城总
部基地产业园、鸿图自动化建设、江丰新
材料产业园，湖南鼎旺蓝特电子有限公司
5G配套生产基地、益阳新方向科技年产
2.4万吨阻燃母粒生产等项目集中开工。

近年来，益阳精心组织节会活动，切
实强化政策支持，着力改善硬件设施，不
断优化政务服务，开放活市大潮奔涌。全
市先后引进3个“500强”企业近40家、投

资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近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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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益阳全面落实省“产业项目建
设年”活动部署，全市重点项目特别是产
业项目建设成效明显，预计带动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0%左右，其中产业投
资增长18%左右，民间投资增长20%以
上。到年底，全市共有 65 个项目竣工，
包括国联小龙虾、桃江惊石农业等60个
产业项目投产或部分投产，艾华二期、华
慧新能源、吉祥家纺产业城、天意木国根
雕木艺文化旅游小镇、宇晶机器二期、维
胜集团线路板、汉森制药等重点产业项
目进展顺利。省市重点项目（包括市 6
个 10 工程、省五个 100 工程项目）投资
完成率均超过 100%。此外，市项目建
设百日行动项目，开工项目 48 个、竣工
项目74个，投资完成率达100%。

益阳充分发挥紧邻长沙的
区位优势，大力实施东接

东进战略，多通道融
入省会长沙。益阳

海关正式设立、
进口保税仓和
出口监管仓正

式运行，迎来良好发展机遇。全面实施
产业兴市三年行动计划，数字经济产业
园、中以合作创新园、院士专家产业园等
园区发展平台不断完善，软通动力、弗兰
德、拓维信息、江丰电子等华为生态圈企
业陆续入驻。

目前，益阳已形成十大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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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批优秀的投资企业。

经省委批准，应以色列佩塔蒂科瓦
市、奥地利德克罗伊茨市和挪威斯塔万
格市的邀请，今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2
日，益阳市委书记瞿海率党政代表团出
访以色列、奥地利、挪威 3 国相关地
区。访问期间，代表团深入到访国的地
方政府、产业园区、企业总部、文化机构
实地考察，与政府高层、企业高管、友好
人士和华人华侨座谈交流。通过出访，
代表团成员进一步靠前对接了“一带一
路”，进一步精准对接了先进制造业，拓
宽了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代表团回到
益阳，瞿海即主持会议，研究部署落实
出访成果相关工作。

在开放崛起的进程中，益阳奋力补
短板，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广交朋友，开拓视野。在 2011 年
韩国南海郡成为益阳市首个国际友好
城市后，以色列佩塔蒂科瓦市、罗马尼
亚普拉霍瓦县米济尔市、奥地利德克罗
伊茨市、挪威斯塔万格市等城市相继与
益阳牵手。

思想再解放，责任再压实。近两年
来，益阳市先后有130多名党政领导接
受创新开放专题培训，还明确了 28 个
市直单位招商引资工作责任，搭建了

“汇智聚力、建设益阳”等开放合作交流

平台。去年至今，先后
与乌干达、阿联酋、以色
列、巴西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经贸洽谈。

同时，益阳市强化对外贸企业的政
策支持与保障。联合益阳海关、浩通国
际，指导区(县、市)开展外贸业务培训，
市商务部门与担保公司、银行共同推出

“三单融资”，即出口无资产抵押担保融
资、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融资、出口信保
保单融资。并组织外贸企业参加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日本食品饮料
展、香港环球资源展等展会。

如今，益阳所产安化黑茶、小龙虾、
南洲稻虾米等成为出口产品中的抢手
货。益阳企业还大步“走出去”，“金灿
农业”计划5年内在乌干达建设现代化
沼气池5.5万套，“中旺木业”投资埃塞
俄比亚板材项目，“健非渔业”投资肯尼
亚养殖项目。去年以来，益阳市外贸

“破零”企业近1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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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全市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58.7%，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3个百分点；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7.8%，高
于省平均6.8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第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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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高新区景观。

随着石长铁路动车组列车全线开通，益阳老百姓的出行更加便捷。

2019年新型智慧城市（益阳）峰会项
目签约仪式现场 。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益阳市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益阳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