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扭住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建
设不放松。2019年，省委、省政府强调

“抓产业链口号不要变、方向不能变”，
进一步汇聚起全省上下抓工业新兴优
势产业链的高度共识和强大合力。省
委、省政府领导联系产业链制度持续
实施，航空航天、信息安全等专项政策
先后出台。全省各地开展产业链精准
招商，各类产业对接合作活动签约项
目 800 余个，实施亿元以上的建链、补
链、强链、延链重大项目超过 200 个，
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总体规模预
计突破1万亿元。

三一智联重卡暨道依茨发动机、
中联智慧产业城等项目开工，工程机
械产业链主要经济指标达到历史最好
水平；

中车株机获时速 250 公里动车组
生产制造任务，全球首个轨道交通转
向架智能制造车间投产运行，先进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链链条延伸；

航空航天产业链一批产品进入产
业化阶段，中国商飞首度牵手湖南民企
成立合资公司，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联合
实验室等一批创新平台落地，承担“两
机”专项等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提升；

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
链形成以 CPU 和操作系统为核心的
PK、鲲鹏产业生态；

IGBT 大功率器件产业链全面突
破国际最先进的IGBT第六代产品，实
现从“跟随”到与国际巨头“并行”的重

大跨越。
省委、省政府一年内两次召开全

省产业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凝
聚起“以产业比实力，以项目论英雄”
的浓厚氛围。持续开展“产业项目建
设年”活动，推进“100个重大产品创新
项目”；集中制造强省等专项资金支持
产业链重大项目。新开工亿元以上工
业项目达503个。

2019年，我省 25个项目进入国家
“工业强基”工程，250个制造强省建设
重点项目累计完工156个。

117 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竣工投
产 63 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授权专利
378件，完成销售收入212.57亿元。

新金宝年产 1300 万台喷墨打印
机等一批项目形成新的增长点，威马
新能源三电系统智能制造产业园等一
批投资 50 亿元以上的项目开工建设，
投资额超 200 亿元的三安光电三代半
导体等一批项目落户，铁建重工超级
地下工程智能成套装备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等一批项目有望形成强大带动
效应。

各市州抓项目、兴产业的措施务
实有效，长沙市实行“两图两库两池两
报告”，做好精准对接、精准招商、精准
服务；常德市“五本台账”“三张实景
图”等创新做法带动项目投资快速增
长；郴州市“八个一”措施稳企业抓项
目；娄底市“六项机制”推动产业项目
快上、快进、快成。

产业链发展风生水起，项目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财政、税务、海关、银保监等部门及
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预计全年新增减
税降费约 500 亿元。发改、电力等部门
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电价降幅10.5%。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一件事一次
办”等系列改革举措40项。

由工信部门牵头、各地各部门强力

推动，清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中
小企业民营企业账款工作进展顺利，我
省 1-11 月清偿率 89.36%，进度居全国
第3位。

湖南省企业负担综合评价指数连续
三年全国最低，长沙市获评中西部唯一
的全国营商环境十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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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9年，湖南工业经济步履坚定，铿锵前行。

一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科学应对国内外明显上升的风

险挑战、持续不减的经济下行压力，工业经济逆势上扬，新旧动能转换加速，高

质量发展态势愈加明显。2019年1-11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3%，增

速居全国第4、中部第2，比上年同期分别上升10位、1位；工业投资、工业技改

投资分别增长18.2%、27%，较固定资产投资分别高出8.1、16.9个百分点；企业效

益相对较好，在全国规模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1%的背景下，我省保持了6.8%的

增长。预计全年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8%以上，为2015年以来的最高值。

我省工业经济亮点纷呈，成绩可喜，经过梳理，主要呈现出以下六大鲜明特

征。

4 月，春暖花开，2019 互联网岳麓
峰会如期而至，移动互联网产业已快
速成长为湖南的新名片；

5月，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盛况空
前，“首次亮相就跻身世界一流工程机
械展会行列”，湖南打造“世界级工程
机械产业集群”梦想触手可及；

9月，世界计算机大会在梅溪湖畔
掀起“头脑风暴”，这场我国计算机产
业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专业性盛会，
助力湖南打造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
高地；

10 月，作为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展
会，2019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
造产业博览会吸引了 406 家国内外轨
道交通行业龙头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
业参展；

11 月，2019 网络安全·智能制造
大会以“创新引领、智造未来”为主题，
前沿新品竞相亮相，“智造湘军”尽展
风采……

这一年里，一场场重大活动先后
登场，成为聚人气、引产业的精彩平
台，湖南制造的影响力持续扩大、美誉
度不断提升，一批产业巨头纷至沓来。

湖南制造可圈可点，“国字号”平
台创建捷报频传：

继株洲国创获批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后，功
率半导体也有望纳入。

长沙工程机械、株洲轨道交通装备，
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初赛。

全国第二家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
落户长沙，株洲获评创建国家安全产
业示范园区。

“湖南制造”吸引国内外目光，“国字号”平台创建捷报频传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
南工作的“三个着力”“守护好一
江碧水”等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坚
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
方针，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产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

落后产能坚决“退”——
2019 年，打击取缔“地条钢”

生产企业 3 家；完成城镇人口密
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
造 21 家、停产 7 家；淘汰整改 71
家造纸企业339条落后生产线。

新兴动能加快“进”——
2019 年，新认定省级智能制

造示范企业 10 个、示范车间 28
个。7 个国家智能制造专项项目
通过验收，3家企业获批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

全省累计建设省级以上智能
制造示范企业69家、示范车间74
个、示范项目 27 个，省级以上绿

色工厂151家、绿色园区13家，智
能制造湖南模式、长沙现象引起
国内广泛关注。

获批国家级绿色工厂 19 家、
绿色园区 2 家、绿色设计产品 10
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1 家，3
家企业入选国家能效“领跑者”，
在全国率先将绿色产品纳入政府
采购首购目录。

支持企业转型升级，525家企
业获技术改造税收增量奖补 3.5
亿元，奖补企业和资金较上年增
长1倍多。

全省获国家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
补偿资金居全国前列。

我省规模工业高加工度和高
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1%
和 16.1%，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
人、新能源汽车等中高端产品产量
分别增长3.34倍、37.7%、183.9%。

紧盯产业前沿，积极培育发展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省工信厅 2019 年接连出台超高清
视频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大数据、5G应
用创新、工业 APP 培育等 5 个三年行动
计划，这一年来——

6个项目入围国家人工智能“揭榜挂
帅”，建设12个省级大数据产业园、首个
人工智能产业园，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
沙）测试区占据无人驾驶和人工智能发
展高地，深度参与中德在智能网联汽车
领域的国际合作；

8 个项目入围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

工程，树根互联成为10个跨行业跨领域
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一；

移 动 互 联 网 产 业 营 业 收 入 突 破
1300亿元，超高清视频成为全国重点布
局的八个省份之一；

发布 5G 应用场景 18 个，全国首辆
运用5G技术控制的新能源公交车亮相；

328 家工业企业启动两化融合贯标
工作，获证企业98家，是过去3年总数的
8倍以上；

中小企业“上云”11.5 万家、“上平
台”5136 家，培育“上云上平台”标杆企
业40家。

大企业“顶天立地”——
华菱集团加快向全球 500 强冲刺，

三一集团营业收入迈上千亿台阶，我省
千亿工业企业达到3家。

发改、工信、财政、商务、国资等部门
协同开展百户重点骨干企业、纳税过 10
亿元企业精准帮扶。

全省今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900户以上。

小企业“铺天盖地”——
省委、省政府高规格
召开发展民营经济和

中小企业工作暨表
彰大会，弘扬企

业家精神。
出 台 促

进中小企业
健 康 发 展 、
“个转企”等
政策措施，

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创业，衡阳高新

区、郴州经开区入选第二批国家双创升
级特色载体，新获批国家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4 家。第二届“创客
中国”湖南省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
达成融资意向6.2亿元。

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获批国
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6家，培育
升级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142家，新
建县市区公共服务平台25个。

出台“专精特新”企业、重点名单企
业融资促进方案，895 家企业进入 2019
年产融合作“白名单”，有效缓解企业融
资难题。

着力降低小微企业担保成本，争取
国家担保降费奖补资金8142万元。

全省小巨人企业达到 760 家，其中
全国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0
家。新增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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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法”一起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抢占发展前沿，数字经济率先进入新赛道

大企业、“小巨人”齐发展，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

2019年4月23日至29日，“航天放飞中国梦”——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中国航天成就展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徐行 摄

2020年1月3日，新金宝年产1300万台喷墨打印机项目在岳阳量产。
邓晶琎 摄

2019年5月17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汇集了中、美、德、韩、日等国的1150家工程机械企业。 徐行 摄

▲

▲

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获国家授牌。“互联
网+制造业”蓬勃发展，智能化产品不断涌现，智能化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李 健 辜鹏博 摄

2019年4月2日，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内，2019
互联网岳麓峰会开幕式现场，在交响乐团的伴奏下，观众齐唱《我和
我的祖国》。 徐 行 唐 俊 摄

2019 年 10 月 18 日，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观众在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
造产业博览会上参观。 徐 行 田 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