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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菡 易政研

“益山益水，益美益阳”。

踏上益阳这方热土，感受到产业

项目建设的脉动铿锵有力——制造业

高端发展、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农

业精细发展、科技创新深度发展、工业

园区提质发展……

1-3 季度，益阳市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8.1%，其中民间投资增长

18.5%，高于全市投资增速10.4个百分

点，工业投资增长13.9%，工业技改投

资增长17.5%。

益阳坚持以“五先五市”为总抓

手，即以坚持绿色发展为先、推动生态

立市，以助推转型升级为先、推动产业

兴市，以做强先进制造为先、推动工业

富市，以打造创新生态为先、推动创新

强市，以突出招大引强为先、推动开放

活市，持续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

动，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版图片由益阳市委宣传部提供)

高质量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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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全球电子电路板百强企业的奥士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靠创新，不断提高产品
核心竞争力，成为目前国内唯一可量产超大尺
寸印制电路板的公司，已拥有发明专利22项、
实用新型专利148项。该公司投资10亿元改
造现有生产线，力争5年内建成年产值在50亿
元以上的国内领先的高精密线路板生产基地。

像奥士康一样创新发展、追求卓越的企
业，在益阳不断涌现。

近年来，益阳紧跟时代潮流，以优质产业
项目建设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支撑高质量
发展。1-10 月，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7.8%，工业投资增长 13.9%；新增园区固定资
产投资 74.1 亿元、增速 16.9%，新开工工业项
目99个、新投产工业项目92个。

做强做优十大产业链。益阳市委、市政府
深入贯彻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以湖南省明
确的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为指导，根据本
市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于2018年出台了《益
阳市十大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推进方案》，明确
提出重点发展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新
材料、生物医药、装配式建筑、农业机械、新能源
装备、电子信息、船舶制造、食品加工10个特色
优势产业链。为推动政策落实，配套出台了财
税支持、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措施。
1-11月，十大产业链实现产值2200亿元，增长
12%，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0%。目前，全市规
模企业中，十大产业链企业占比75%。

产业园区再上新台阶。1-10月，全市园
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9.2%，高于全市1.4个
百分点，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工业
增加值的比重为 77.3%，比上年同期提高 5.5
个百分点。

企业培育成果明显。1-11 月，全市新入
规企业59家，全市规模企业总数达1152家。3
家企业获评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
企业先进单位，2家企业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省级“小巨人”企业达33家，56
家企业入选湖南省产融合作制造业重点企
业。艾华集团、克明面业、汉森制药等31家工
业企业的铝电解电容器、挂面、四磨汤等产品
在细分行业市场占有率已经稳居全国前三位。

龙头企业强势崛起。目前，全市主板上市
公司达到 6 家，分布在各个优势行业，以此为
依托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在高端电容器领
域，形成了艾华集团、万京源科技、安兴电子等
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在高端电路板领域，形成了
以奥士康科技、维胜科技、明正宏电子为龙头
的产业集群;在消费电子领域，形成了五夷光
电、瑞思光学科技、鼎一致远、哲龙科技等为龙
头的产业集群;在产业用纺织品领域，形成了鑫
海绳网、盛业土工、环宇纺织等企业为龙头的
产业集群。这些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科技含

量高、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显著，是益阳市发
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坚力量。
1-11 月，全市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2%。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扩大。到2018年底，全
市纳入年度统计的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有
711家，其中经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160家，同比增长26.9%。
2018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1527.78
亿元，同比增长19.85%，实现高新技术产品销
售收入1508.55亿元，同比增长15.98%。

先进制造业异军突起。全市共有 274 家
先进制造业企业，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船舶制造、生物医药、农业机械、新材料
等行业中。2018 年，全市先进制造业实现工
业总产值548亿元，实现增加值126亿元，占全
市规模工业增加值总量的 22%，同比增长
13.4%，增速超过规模工业。1-11月，全市先
进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同比增幅较快。

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增强。“十三五”以来，
全市共承担国、省、市科技计划项目481项，项
目承担单位共获得政府补助资金16566万元，
引导全社会投入达 60 亿元。1-11 月，7 个纳
入省“100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顺利推进，共
完 成 投 资 12.4 亿 元 ，为 全 年 计 划 投 资 的
98.1%。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依托与湖
南大学、湘潭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建立产学研
科研平台，共建“博士研究生科研基地”，成立
了专门的机构来进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

作。近年来，该公司获授权专利75项，获省部
级科技奖4项，市级创新奖2项。

科技创新孵化能力提升。大批创新平台
的搭建，成为推动企业成长、科技成果转化、新
兴产业培育的重要载体。艾华集团建设有国
内先进水平的电容器研发中心——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及湖南省特种电容器工程技术中心，
从事铝电解电容器行业技术应用的研究，先后
承担了国家创新基金、国家火炬计划等多个项
目，并已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已获授权国家
专利16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32项。

数字经济产业提速。先后举办2019年新
型智慧城市（益阳）峰会、益阳市与华为生态合
作伙伴闭门会议、2019年中国（益阳）“聚焦智
造强市 共绘工业蓝图”高峰论坛暨智能制造
产业对接会等重大节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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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引进数字经济
关联企业 150 多家。特别是与华为战略合作
以来，通过紧盯华为生态合作伙伴及配套企
业，成功引进软通动力、弗兰德、五夷光电、北
明软件等一批企业来益投资兴业。电子信息
产业规模企业突破100家，年产值达300多亿
元。大数据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益阳高新区大
数据产业园获批省级大数据产业园，益阳智慧
大脑大数据中心上线运行，采用国际T4级别
标准的芙蓉云大数据中心一期基本建成。18
家移动互联网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6 亿
元，电子商务线上交易额突破 500 亿元，电子
商务企业、个体工商户超过2万家。

融合发展步伐加快。深入实施“互联
网+”行动，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助推企业数字
化转型。与华为、金蝶达成三方战略合作，共
同建设国家级（益阳）工业互联网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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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京源电子等8家企业被认定为湖南省

“上云”标杆企业。军民融合“一园两基地”稳
步推进。鑫海绳网争取到省军民融合重大示
范项目，奥士康、三环船舶、金洲船舶等争取到
2019 年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福德电
气荣获省军民两用技术大赛三等奖。

坚持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产业项目建
设，积蓄更强发展后劲，筑牢高质量发展之基，
益阳在不懈奋进！

扩大开放拓宽发展空间

10 月 28 日至 30 日，2019 湖南经济合作
洽谈会暨第九届(全球)湘商大会在益阳市举
行。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企业、湘商代表和异
地商会等齐聚一堂，共谋合作与发展。此次
盛会，益阳市共调度签约项目80个，合同引资
530.74亿元。

益阳再度吸引外界目光，开启合作共赢新
局。

近年来，益阳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
格局，推进东接东进，强化招商引资，提升对
外贸易，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益阳获授

“2017-2018 年全省发展开放型经济优秀单
位”“2018年落实开放崛起等政策措施成效
明显市”。

扩大开放，汇智聚力，益阳不遗余力。
精心组织节会活动。近年来，在国省相

关部门指导下，益阳市连续举办了益商大会、
现代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大会、绿色农业·数
字乡村互联网大会、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节，
以及中国竹文化节、黑茶文化节等重大节会
活动，满怀热情迎客来。2017年至第九届(全
球)湘商大会前，仅引进湘商投资企业就达
224家，合同引资1847亿元。

切实强化政策支持。出台《关于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制定帮助企业化解
融资难、用工难、用地难的九大举措。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
意见》《益阳市鼓励投资的若干规定》等文件，
加大对项目引进的政策支持力度。采取投资
补贴、设备补贴、物流补贴、培训资助、租金补
贴、厂房代建、贡献奖励等方式，对引进的重
大产业项目予以支持。

着力改善硬件设施。实施交通建设大会
战，加快建设“一环八射”“三纵一横”高速公

路网，全力推进长益常高铁建设，扎实开展干
线公路建设“519”行动，全市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心城区进入
长株潭都市区半小时经济圈，对外商贸通道
更加畅达。实施园区建设大会战，九大工业
园区建成标准化厂房758万平方米，园区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承载能力不断增强，企业生产
经营成本进一步降低。

不断优化政务服务。着力构建新型亲清
政商关系，努力为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
好条件。深化“放管服”改革，“四单一网”全面
建立，“智慧大脑+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互联网+政务服务”走在全省前列。益阳海关
揭牌开关，龙桥公共保税仓和出口监管仓正式
运行，有力助推企业加速走出国门、迈向世界。

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牵手国际友好城
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压实招商引资责任，搭
建开放合作交流平台，强化政策支持与保障，
益阳打出“组合拳”，加快开放崛起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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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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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湘商在益投资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共有794家，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的70%，其中6家主板上市企业全部
由湘商创建。

招大引强，产业兴旺。益阳已形成食品
加工、新材料及新能源、电子信息、机械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等十大优势产业，艾华集团、
奥士康科技、克明面业、口味王槟榔、辣妹子
食品、科力远、湘懋新材料、金博科技、宇晶机
器、三一中阳、中联重科、汉森制药、湘易康制
药、津湘药业等骨干企业强势崛起。

奧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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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高新区创新创业孵化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