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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湖南
辉煌“十三五”

湖南日报记者 李孟河 彭业忠

武陵山腹地，万峰挺立、沟壑纵横，
云雾在高峰与沟壑间翻涌。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300多万各族人民，冲破地
域屏障，消除千年贫困，正奋力奔向幸
福新生活。

“十三五”时期，是湘西州强力推进
精准脱贫、奋力冲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也是湘西州变化最大的时
期。

“十三五”期间，湘西州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省委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聚焦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发展，
积极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各领
域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为“十四五”迈向高质量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十三五”期间，湘西州生产总值年
均增速达6.9%。2019年，实现生产总值
705.7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达 26756 元、10046 元，比上年增
长 8.2% 、9.4% ；贫 困 人 口 由 2015 年
50.92 万人减少到 1.57 万人，贫困发生
率由 25.3%下降至 0.65%，全州小康总
体实现程度达89.9%。

千年绝对贫困基本消除

10月，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村民
吴满金的女儿出生7个月了。

“我的女儿叫龙思恩。”吴满金说，
给女儿取名“思恩”，是因为今天的幸福
生活，是党给我们的。希望自己的小宝
宝长大后多学点知识，不忘党的恩情，
建设好家乡。

吴满金和丈夫龙先兰曾在驻村帮
扶工作队帮助下，去外地学养蜂。“从
2015年4箱蜂发展到现在，已有300多
箱。”吴满金说，去年她家纯收入有 40
多万元，从贫困户变为富裕家庭。

“十三五”期间，湘西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
论述和对湘西州脱贫攻坚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切实扛起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政
治责任，以精准扶贫脱贫“十项工程”为
抓手，以十八洞村为样板，积极探索可
复制可推广的精准扶贫好路子，取得脱
贫攻坚决定性胜利。

湘西州委连续 7 年出台关于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1号文件”，不断完善
脱贫攻坚目标、责任、政策、投入、考核
和监督体系。推行“州级领导联县包乡、
县级领导联乡包村、州县市单位包村、
党员干部结对帮户”，全州组建1740支
工作队，对 1110 个贫困村和 630 个有
贫困人口的非贫困村（社区）进行全覆
盖驻村帮扶，组织6万余名党员干部与
16万余户贫困户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形成了州县乡村4级书记带头抓、全州
上下齐心干、社会各界同参与的脱贫攻
坚大合唱。

围绕“五个一批”“六个精准”要求，
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湘西州因地
因人定制帮扶措施，大力实施发展生产
脱贫、乡村旅游脱贫、转移就业脱贫、易
地搬迁脱贫、教育发展脱贫、医疗救助
帮扶、生态补偿脱贫、社会保障兜底、基
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保障等“十项工
程”，把扶贫工作工程化、项目化，确保
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2017 年，吉首市脱贫摘帽。2019
年，湘西州7个深度贫困县全部脱贫摘
帽，236个贫困村出列，8.95万贫困人口
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0.65%。脱贫攻
坚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千年来
困扰湘西州的绝对贫困问题基本消除。

“美丽湘西”建设成效显著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描绘的美丽中
国。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托绿色生态和民族
文化优势建设“美丽湘西”，成为湘西州
的战略选择。

“绿色生态和原生态文化是湘西州
最大的优势，把湘西打造成国内外知名
生态文化公园是推动湘西州特色发展、
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选择和必
由之路。‘美丽湘西’建设，是放大生态
优势、优化基础环境，打造国内外知名
生态文化公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工
程。”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说。

近几年，呼唤青山绿水、建设“美丽
湘西”大会战，在湘西州全面展开。

2015 年突出城乡同规划、设施同
建设、产业同推进、环境同整治、事务同
管理“五同”协同推进。

2016 年将生态文明建设、城乡同
建同治、网格社会服务三大工程全面融
合。

2017年在继续深入开展城乡同建
同治基础上，启动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全面开展乡村规划提升、基础
设施提质、人居环境美化、特色民居保
护、产业富民强村、乡风文明培育 6 大
行动。

2018年在不断推进“美丽湘西”建
设提质升级基础上，全面启动“厕所革
命”。

2019 年以“四治”为抓手巩固成
果，以“四大创建”为突破口打造亮点。

“四治”即治垃圾、治污水、治厕所、治违
建；“四大创建”即创建十条最美生态公
路、百个卫生城镇（村）、千个美丽乡村、
万户最美农家。

“十三五”期间，湘西州面貌巨变，
“美丽湘西”建设成效显现。州府新城、
高铁新城、乾州新区建设和老城改造全
面推进，2019 年县级以上城镇建成区
面积达108.1平方公里，全州城镇化率
达47.8%，城镇人口达到126万人。

城镇品质品位不断提升。县城以上
污水、垃圾处理基本实现全覆盖，实施
了城区道路改造、城区停车位建设、老
旧小区改造、城镇公厕建设、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海绵城市建设、天然气管道
建设和美化亮化工程等，一批城市综合
体、道路交通、物流园、学校、医院、保障
性住房等相继建成，城乡面貌发生新的
变化。

乡村振兴战略启动实施。成功申报
中国传统村落143个、中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 20 个，完成秀美村庄建设 500
个，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
范州；创建了一批国家级、省级文明、园
林、卫生城市与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小
镇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打造了一
批国家级、省级文明村镇、生态乡镇、示
范村和生态村。

“神秘湘西”成为靓丽名片

今年国庆期间，“网红打卡地”永顺
县芙蓉镇迎来大批游客，全新升级的

“花开芙蓉·毕兹卡的狂欢”非遗传承文
化大戏带领游人走进历史岁月，穿越土
司王朝，感受土家风情。

“十三五”期间，湘西州坚持以凤凰

为龙头、吉首为集散中心，围绕凤凰古
城、芙蓉镇、里耶古镇、矮寨大桥4大核
心景区，加快构建全州1小时生态文化
旅游经济圈，努力把湘西州打造成为国
内外知名生态文化公园和国际旅游目
的地。

2019 年，湘西州接待国内外游客
5746.9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30.1
亿 元 ，分 别 比 2015 年 增 长 70％ 、
145％，全州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17%以上，全域旅游引领高
质量发展态势明显。

目前，全州拥有国家 A 级景区 35
家，其中4A级景区12家，3A级景区23
家。湘西地质公园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
园。吉首市加快矮寨 5A 级景区创建工
作，现已完成旅游公路、电瓶车道、智慧
景区、旅游厕所等设施建设。

市场抽样调查显示，来湘西州的游
客对这里的民族文化感兴趣程度为
53.88%，高出全省平均值 27.3 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一。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湘
西州吸引游客的核心资源。

文化旅游，是湘西州对外交流靓丽
名片。“神秘湘西”旅游品牌内涵不断丰
富，形成了天下凤凰、土司王城、世界边
城等子品牌。持续举办土家族社巴节、
苗族赶秋节、吉首鼓文化节、中国(古丈)
茶文化节等节庆活动，扩大了知名度和
美誉度。十八洞、塔卧、茨岩塘入选“潇
湘红八景”，成为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教
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精品景点。

湘西州共有不可移动文物点1517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
该州还拥有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世界
非遗花垣苗族赶秋，国家非遗26项、省
级非遗84项。

同时，湘西州全力建设现代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目前，全州公路通车总
里程达 13103 公里，龙永、永吉高速建
成通车，桑龙高速开工建设，实现了县
县通高速和二级路、乡乡通沥青水泥
路、村村通硬化路，融入了长沙、重庆、
桂林、贵阳“4 小时经济圈”，并以州府
吉首为中心形成了湘西“2 小时经济
圈”。

黔张常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湘西
州没有快速铁路的历史。张吉怀高铁、
湘西机场加快建设，铜吉高铁建设开工
在即，湘西州将步入高铁、航空时代，插
上新的腾飞翅膀。

奔向幸福新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郑康如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考察，对
文化和旅游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寄予
了新期望，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
湖南文旅事业及产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行动指南。”10 月 25 日，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
组书记、厅长禹新荣接受湖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全省文旅系统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切实做好“十四
五”规划编制，进一步深化文旅融合发
展，深入推进文化旅游体制改革，确保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等方面
发挥应有作用。

9月中下旬，省文化和旅游厅多次
组织文化和旅游系统广大干部群众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湖南考察重
要指示精神，并结合湖南实际提出了
落实思路。

“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抓住提
供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旅游产品这个
中心环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
次、多样化的美好文化旅游生活需
求。”禹新荣说，我省将深入发掘经世
致用、传道济民、实事求是等湖湘文化
精神特质和思想内涵，积极推动优秀
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
出一批有浓郁“湘味”、在全国叫得响
的优秀作品；扩大优质文化旅游产品
供给，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高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十四
五’时期发展，要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
业。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牢牢

把握正确导向，守正创新，大力弘扬和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实现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确保
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禹新荣表
示，我省将加快构建现代文旅服务体
系，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建立健全现代文旅市
场体系。

通过推动文化旅游与科技、金融
等相关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
创新性发展。拓展互联网技术在文旅
领域的应用，加快文旅大数据工程建
设，推进全省智慧旅游体系建设，逐步
实现文化旅游智慧监管、营销、服务。
推动实施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引
导演出、文化娱乐、景区景点等场所广
泛应用互联网售票、二维码验票。到
2022年，力争4A级以上景区实现免费
Wi-Fi、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在线预
订、信息推送等功能全覆盖。

同时，办好中国红色文化旅游博
览会、湖南艺术节等品牌节会活动，充
分发挥各类节庆、展会活动对文旅产
业的拉动作用。研究制定支持旅游装
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长株
潭和环洞庭湖旅游板块打造旅游装备
制造高地。

我省将以打造万亿产业为目标，立
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进一步扩大文旅
综合效应，加快建设文化和旅游强省。力
争到2025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5万亿
元左右；人均文化事业费、平均每万人拥
有公共图书馆、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继续提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达到7.3%左右，旅游增加值占GDP的比
重达到7.9%左右；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四有”工作实现100%，重大文物
险情排除率达到100%。

守正创新，
加快建设文化和旅游强省

——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
党组书记、厅长禹新荣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湖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访谈

▲ ▲（上接1版①）
尝到甜头，贫困户发展生产劲头高

涨。村里成立种养合作社，统一生产销
售，种植香芋 240 亩，对接湘南香芋产
业带；年出笼土鸡1.1万羽，全村贫困户
3年内全部脱贫，村集体经济也每年有
了4万元收入。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发展精细
农业，“一县一特”布局，每个贫困县重
点扶持一个特色主导产业。全省重点
打造粮食、生猪、蔬菜、茶叶、油料、水
产、水果、中药材、南竹等优势特色千亿
产业。

近3年，省农业农村厅又探索推广
“四带四推”，第一条就是以优势产业带
动扶贫产业，推进产业精准培育，促进
扶贫产业融入千亿产业大布局。

从“四跟四走”到“四带四推”，产业
扶贫模式不断创新，源源不断注入新动
力。至今年7月，全省创建产业扶贫基
地5.3万余个，初步形成“四带八片五十
六个基地”的格局。

环环增效，扶贫产业可持续

贫困户融入产业，基地上规模，如
何确保理想的收益？

从以往来看，贫困地区山多地少，
生产经营分散，发展产业成本高、效益
差。各地都扶持过一些产业，但帮扶工
作队一撤，产业项目往往陷入困境。

为了解决效益不高的问题，各级各
部门在产业扶贫中形成共识：避免生产

“大路货”，产品销售告别“原字号”，千
方百计提升效益。

怀化山区有种油菜的传统。如今，
农民种植油菜，不仅菜籽榨油，抽薹期
采摘一季菜薹，花期引来游客观赏，一
亩油菜纯收入从 300 元增加到 1300
元。通道侗族自治县依托16个帮扶合
作社，带动3748个贫困户，打造10万亩
油菜“花海”，依靠“美丽经济”战胜贫
困。

围绕主导产业，各贫困县引进、扶
持龙头企业，实现农产品加工增值。在
石门县壶瓶山区，300多个贫困户跟着
湘佳牧业养土鸡，一只土鸡分割成几十
个产品，冷鲜供应国内大超市，实现效
益翻番，深山飞出“金凤凰”。

产出好产品，打响大品牌。7年来，
全省大力培育贫困地区农产品品牌，打
造了“安化黑茶”“湖南茶油”“崀山脐
橙”“炎陵黄桃”等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9
个，保靖黄金茶、怀化碣滩茶等11个品
牌产品入选央视“广告精准扶贫”项目。

“安化黑茶”声名远播，品牌助力产
业腾飞。安化茶产业综合产值 7 年内
增长3倍，去年达到220亿元，带动全县
近半数的贫困户种茶、制茶、卖茶，一路
茶香奔脱贫。

搭建新平台，破解销售难。全省搭
建“三专一平台”，即消费扶贫专柜、消
费扶贫专馆、消费扶贫专区、社会扶贫
网消费扶贫平台，确保产自贫困地区的
特色农产品优质优价销售。帮扶贫困
地区建起 4200 多个电商服务站，开办
电商扶贫小店 3.6 万家，电商扶贫年销
售额达150亿元。

发展种养业，生产周期较长，面临
自然、市场等风险。助力产业扶贫，全

省大力推进农业保险，保险费从财政扶
贫资金中解决，为扶贫产业系上“保险
带”。

栽下“产业树”，时时勤“浇灌”。安
化黑茶、保靖黄金茶、吉首猕猴桃、麻阳
冰糖橙、靖州杨梅、宁乡花猪、新晃黄
牛、华容芥菜、龙山百合等扶贫产业蓬
勃发展，年均带动50万贫困人口脱贫。

龙头带动，利益联结促共赢

秋意渐浓，茶园开始休养生息。潇
湘茶业公司董事长陈德湖抓住空闲，和
大家“算总账”：扶贫任务是否完成、成
色怎样？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潇湘茶业
公司在会同率先开展委托扶贫。公司
旗下的宝田茶场，带动 1427 个贫困户
全部脱贫。陈德湖告诉记者：“茶场每
赚10块钱，有7块要发给贫困户。”

一纸委托扶贫协议，让潇湘茶业公司
与贫困户利益紧密联结。按“公司+基
地+合作社+贫困户”模式，贫困户把土地
交给村里的种茶合作社，公司投入300多
万元开设茶厂，对茶叶基地统一经营。茶
园进入丰产期后，利润按7∶1∶1∶1分配，
70%归贫困户所有。

在陈德湖看来，宝田茶业基地平均
海拔 800 米，方圆百里无污染，是发展
高山有机茶的“宝地”。几年来，宝田基
地发展有机茶园5200亩，拓展欧盟、俄
罗斯、澳大利亚等出口市场，打响“鹰嘴
界”品牌，公司和茶农实现互利共赢。

“产业发展快，要靠‘龙头’带。”7年
来，全省突出利益联结，引导 166 家省

级扶贫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产业扶贫。
全省还开展“千企帮千村”，调动国家
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产业
扶贫，激发“造血功能”。

通过几年扶持，贫困村都建立了合
作社，对接龙头企业，普遍推广“企业+
基地+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企
业+合作社+农户”3种利益联结机制。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所有重
点产业扶贫项目，帮扶企业与贫困农户
必须签订帮扶合同，推广直接帮扶、委
托帮扶、股份合作等模式。

在深度贫困县城步，政府直接帮扶
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对象，发展奶牛
产业。

南山牧业公司通过提供技术服务、
设定最低保护价、明确违约责任，保证
养殖奶牛的产出和销路，与贫困户结成
利益共同体。

在大湘西茶叶产业带、湘南脐橙
带，当地通过委托帮扶和股份合作项
目，设立保底分红、劳务优先用工、土地
集中流转等保证贫困户收益。

会同县政协副主席、扶贫办主任肖
志友告诉记者，县里发展茶产业，采取
委托帮扶模式：贫困户流转土地，得租
金；自己种茶卖鲜叶，得现金；到茶场打
工，挣薪金；茶园丰产后，分股金；村集
体有收入，还有年金。

在“五金”利益联结模式下，龙头企
业、合作社牵手贫困户,壮大产业链，精
准“拔穷根”，产业扶贫之花盛开穷乡僻
壤：杨梅结出幸福果，葡萄串起小康路，
花猪“拱”开致富门，茶香溢满扶贫路。

▲ ▲（上接1版②）
如今，“以产业比实力、以项目论

英雄”，一批补链强链重大项目相继落
地，产业集聚发展和生态构建正强劲。

在长沙中电软件园，由中国长城
打造的湖南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示范基
地，已有800多家核心企业共同参与到
基于“PK”体系、鲲鹏计算的生态建设
中，形成了5大类、24个小类、134项生
态要素，融合芯片、操作系统、服务及
软硬件一体的产业生态逐渐成型。

计算机相关产业正成为湖南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技术赋能，打造数字经
济湖南特色

新中国第一条现代化的电子计算
机外部设备生产线、第一台国产计算
机硬盘、第一台计算机软驱，均诞生于
湖南。

如今，湖南以国产自主 CPU 和操
作系统为核心，加快构建“两个芯片、
一个生态”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国内重
要的计算机研发制造高地。

计算机企业“湘军”奋勇直上，为
打造“高地”助力。

国科微，2008年艰难起步，主攻固
态硬盘的主控芯片，团队历经2000个
日夜，写下了超过100万行的代码，进
行了三代存储主控芯片的迭代，2019
年发布GK2302系列芯片，是国内首款
全国产化固态硬盘控制芯片。

景嘉微，一夜深聊诞生3名创客，创
业9年，公司从3人发展到340多位员
工，率先成功自主研发国产化图形处理
器芯片(GPU)并产业化，打破了国外产品
长期垄断我国GPU市场的局面。

与此同时，湖南还以积极拓展计
算机应用开发场景，计算机技术不仅
赋能工业制造，更“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借助 5G、AI 等技术，三一集团
18号厂房通过3D视觉识别，机器人自
动抓取、拼装和焊接零件，精度达到正
负0.5毫米。

长沙千博开发出人工智能终端产
品，能使讲话内容实时“翻译”成手语
显示在电脑屏幕上，让聋人与听者双
向无障碍交流。

近年来，湖南高度重视以计算机为
基础的数字经济发展，并完善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5G应用、移动互联网等产
业生态，助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智能制造形成“湖南模式”“长沙
现象”，计算技术功不可没。

2015至2019年，湖南累计创建省
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53 家、示范车间
74 个。全省 16 家企业列入国家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27 个项目列入国家智
能制造专项，试点示范和专项项目数
居全国前列、中部六省第2 位，长沙市
国家级智能制造项目数居全国省会城
市第一。全省各类型工业互联网平台
近 100 个，连接工业设备超过 215 万
台，赋能超过100个工业细分领域……

“计算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
基础与核心，每一次创新与进步都带
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飞跃。”正如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任爱
光在2020世界计算机大会新闻发布会
上所说的，随着信息技术加速与经济
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快速推进，计算技术愈发成
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智能社会的
发展引擎。

筑巢引凤，优化营商环
境打造计算机产业高地

今年1至8月，湖南计算机、通信和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 造 业 投 资 增 速 达
82.1%，增幅居全省主要工业行业首位。

此前，网络安全独角兽企业奇安
信集团，调整在湖南的部署，将长沙办
事处升格为长沙分公司；网络安全领
域全国龙头企业绿盟科技，加大战略
布局，在长沙设立华中区域总部。

为何越来越多的计算机信息相关
企业愿意来湖南投资兴业？

发展决心空前。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工程产业链被列入了全省重点发展
的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政策力度空前。《关于进一步提升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意
见》政策升级版出台，支持移动互联
网、信息安全、集成电路等产业发展的
针对性政策措施相继实施，出资加入
国家相关产业基金，组建新兴产业发
展基金，引导产业相关人才、资金等各
类资源在湖南聚集。

人才红利空前。 国防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3 所在湘国家“双
一流”建设高校和108所高等院校，全
部开设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每年培养
大学本科以上人才超过50万人。工程
师湘军为在湘企业发展源源不断输送
人才。

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曹慧泉
表示，将以2020世界计算机大会为平
台，立足新定位、新目标、新任务、新要
求，把湖南计算机产业做强做优做
大。湖南将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积极布局
新兴计算产业和以开放合作促进产业
发展等方面，发力计算机及相关产业
发展。

▲ ▲（上接1版④）
该项目由岳阳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规划建设一个LNG接收码头

（3个LNG接卸泊位、2个加注泊位和1个
工作船泊位）和一座LNG储备基地（接收
能力为150万吨/年），分三期建设，计划

在2021年底建成，2022年投产。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可为君山区带来2亿元左
右的税费，附带产业（冷链、分布式、空分、

物流等）也可带来约1亿元左右的税费，
同时解决约300个当地就业岗位，对加快
推进君山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紧接1版③）三期为“国际品质会展
商业集群”，占地约700亩，规划建设会
展中心和住宅生活服务区两大区域。

目前，项目一期基本建成并对外招
商，智利水果出口商协会、惠农网、深圳
泛亚物流、佳农、鑫荣懋、步步高等 30

余家重点客商与红星全球农批中心签
约。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雨花电
商物流园是长沙市现代物流规划“五园

十中心”之南物流中心，同时是长株潭
城市群主要配送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
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

▲ ▲（紧接1版⑤）2019 年，园区工程机
械行业总产值 179.51 亿元，同比增长
30.7%。今年 1 至 8 月，中联建起完成
工 业 产 值 75.4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6.94%。58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产值
124.4亿元，同比增长24.07%。在装备
制造产业强势带动下，前8个月,园区规

模以上工业增速 9.4%，在全省省级以
上园区排名第二。

常德高新区积极引导企业转换动
能、创新发展。2019 年园区工程机械
特色园区研发投入 8.03 亿元，研发投
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4.47%。围绕
拉升装备制造产业链条，常德高新区

投资 50 亿元建设现代工程机械配套
产业园，集聚中联重科上下游配套企
业，引进其他现代装配制造优质企
业。今年来，新开工亿元装备制造项
目11个，新投产项目8个，新引进亿元
工业项目 18 个，新增规模装备制造企
业7家。

“这是公司去年底投产的数控机床
加工中心。该中心投产前，中联建起需
要的这类机械配件只能发往外省市加
工。目前已经实现了园区内配套。”10
月 14 日，中联建起的重要配套企业之
一，常德市荣程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欣
喜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