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崀山脐橙、十八洞干货、湘西腊肉

……12月 4日，湖南省“一县一特”电商

消费扶贫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长

沙贺龙东广场拉开帷幕，数百种省内各

地优质“农字号”产品同台竞秀，吸引不

少市民争相选购。

品牌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和

重要载体，走精细化农业之路离不开培

育一批竞争力强的农业品牌。近年来，

我省“一县一特”品牌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初步形成了以“两茶两油”等为代表

的4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以“崀山脐橙”

“岳阳黄茶”等为代表的4个片区品牌、以

“宁乡花猪”“保靖黄金茶”等为代表的20

个“一县一特”品牌以及2175个“二品一

标”农产品品牌的梯次发展格局，农业品

牌知名度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据介绍，此次活动旨在着力打造

“一县一特”品牌助力消费扶贫，打通省

内贫困地区农产品企业加大与电商、商

超合作渠道，拓展优质农特产品销售

“绿色通道”。活动特设扶贫农特产品

区、消费类展销区两大展区，共计 260

多个展位，引进近百家省内优质农产品

企业集中展销，其中不少是偏远山区的

农产品企业。

笔者在展区看到，展台上农特产品

琳琅满目、品种丰富。临近年关，消费

者们纷纷下单扫货。“今天特意过来买

点年货，物美价廉还献了爱心，一举两

得。”市民彭阿姨提着两大袋“山货”满

载而归。

“我们精挑细选了凤凰县扶贫企业

的农特产品，有湘西腊肉、湘西牛肉、凤

凰大米等，每个扶贫产品上都印有国务

院扶贫办认证的扶贫码，可以实现产品

溯源，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湖

南省消费扶贫示范中心凤凰县生活馆

馆长王锐介绍。

据悉，展销活动持续至12月18日。

（郑 军）

湖南省湖南省““一县一特一县一特””电商消费扶贫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启幕电商消费扶贫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启幕

杨玉菡 夏 泓 李书志

预计 2020 年底，全社会研发投入
占 GDP 比重达 2.3%，较“十二五”期末
增长1.36个百分点；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 314 家，较“十二五”期末增长 2.9
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22%以上，较“十二五”期末增长 5 个百
分点；全市各类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达72
家，是“十二五”期末的5.1倍。这是“十
三五”期间，益阳市科技创新工作交出
的一份精彩答卷。

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之以强，
国家赖之以盛。近年来，益阳市重大创
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
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
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
系统能力提升，为跻身创新型城市、建
成科技强市奠定了坚实基础。在 2020
年度湖南省引导支持市县创新驱动发
展财政奖补名单中，益阳市在全省二类
地区排名第一。

育企业，引领战略性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发展的
重要决定性力量，该市深入实施创新型
企业培育工程，已形成创新型领军企业

“顶天立地”、科技型中小企业“铺天盖
地”的发展格局。2020年全市高新技术
企业总数达到314家，较2015年末几乎
翻了两番；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达到322
家。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高
新技术企业拔地而起。鑫海股份、华翔
翔能先后获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
定，艾华集团获第六届省长质量奖，奥士
康、宇晶、金博先后上市，全市上市企业
达7家，居全省第四位。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规 模 与 之 俱 增 。
2019 年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
1657.32亿元，增加值395.69亿元，分别
是“十二五”末的 2.21 倍、1.71 倍，占
GDP 比重从“十二五”末的 17.1%提升
到22.08%。其中，总产值过亿元的企业

达102家，过10亿元的有6家。
值得一提的是，新材料、先进制造

与自动化、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等
四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比全市八成以上，成为推
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

重研发，促推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提升

从 2015 年的 12.78 亿元到 2019 年
的33.66亿元，该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四年增幅达 163%，年均增长 27.35%。
尤其是2019年，该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达 1.88%，在全省排名第 4，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31.34亿
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93%，成为
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主体力量。

企业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攻克了一
大批技术难题：鑫海股份填补国内聚烯
烃创新产品空白；紫荆福利铸业攻克高
速铁路用车钩等铸件关键生产技术瓶
颈；宇晶机器研制出国内最高水平的国

产切割设备；凯欣材料开发出的高纯碳
化硅涂层关键零部件产品打破了国外
企业在相关领域的长期垄断等。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该市共获
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 3 项、省级科学技
术奖励29项。

强项目，带动科技成果转化遍
地开花

“十三五”期间，该市承担市级以上科
技计划项目481项，其中国家级重点研发
专项1项、省级以上科技项目217项，项目
承担单位共获政府补助资金16566万元，
引导全社会投入达60亿元。其中，克明
面业“大宗面制品适度加工关键技术装备
研发与示范”项目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
项，争取资金1983万元，实现该市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零的突破。

此外，该市有12个项目获得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科技攻关与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立项支持 3300 万元、21 个项
目获得省创新创业技术投资资金支持

5060 万元，数量居全省前列。2020 年
在全省二类地区率先设立省自然科学
益阳联合基金，首次开放申报立项 46
个，开辟了产学研合作新渠道。

“十三五”期间，该市可完成科技成
果登记 250 项，技术合同登记 1050 项、
登记额突破30亿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成效明显。

优环境，激发社会上下创新创
业活力

“十三五”期间，该市相继出台《益阳
市专利权质押贷款补助办法》《关于实施
科技引领推进创新益阳的意见》《益阳市
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益阳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
则》等文件，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该市还新增重点实验室、院士专家
工作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企业
孵化器、科普基地、众创空间、“星创天
地”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48 家，其中国
家级5家；创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3家，
成功申报益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1 家。
赫山区上榜全省首批创新型县（市、
区）；益阳高新区在 2019 年全省 133 家
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综合评价排名第3
位。同时，科技专家服务团实现县（市、
区）全覆盖，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指导，助

推农村创新创业；“村播带货”风生水
起，为农产品“插上翅膀”，助力乡村振
兴。此外，“益知云”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上线，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益阳）开
放，创新创业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据统计，5年来，该市有500多个项
目报名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其中2019年
和2020年企业获奖数量居全省第3名；
益阳市科学技术局连续5年被省科技厅
评为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单位。其
中，30余家企业通过创新创业大赛获得
银行授信2.6亿元，2018年以来125个获
奖项目获市级后补助资金375万元。

辉煌“十三五”，奋进“十四五”。
益阳市将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按照新发展理念、
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及“五个益阳”建
设要求，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

“三高四新”战略为主线，以人才为推动
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以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不
断深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优化创新资
源布局，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推动开放
合作，完善创新生态，推动创新强市，为
益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科技为桨 创新为帆
——益阳市“十三五”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走笔

真抓实干在湖南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杜浩 彭铃涵）中欧班列（长沙）今
年以来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开行量稳居全
国前列。长沙海关统计，今年1至11月，中
欧班列（长沙）共开行497列、货值18.8亿
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37倍、1.32倍，双双
超过2019年全年总量。

湖南中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主要
负责人表示，目前中欧班列（长沙）常
态化运行路线达10余条，网络遍布欧
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20 多个国家
近100个城市，以稳定的开行数量、相
对低廉的价格和快捷的运送时效，为
省内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等提供

了稳定的物流通道。1至11月，通过中
欧班列（长沙）完成市场采购贸易出口
0.57万箱、货值6.28亿美元，同比分别
增长1.58倍、2.17倍，促进市场采购贸
易快速增长。

长沙海关全力支持中欧班列发
展，指导企业利用“互联网+海关”实现

远程申报，实行零延时接单、零延时放
行。加强与口岸的情况沟通，推动中欧
班列从满洲里口岸出境。强化中欧班
列场站管理，新作业区堆场从原来的
330个40英尺箱位增加至1200个，将
查验泊位由2个增至8个，进一步节省
通关时间和成本。

湖南日报 12 月 10 日讯（记者
唐璐）今天上午 11 时，长沙开通至塞
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全货机航
班，装载着95吨、630立方米的货物从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起飞。这是中部机
场首次开通至东欧的全货机航班。

据悉，该航线为吉晟航空使用波
音 747-300 全货机执飞，最大业载

106 吨，计划在今年 12 月至明年 1 月
共飞行15个往返航班。此批货物主要
包括医疗防疫物资、服装、汽车配件、
传感器、模具以及各种跨境电商产
品。

此航线开通，架设了一条新的“空
中丝绸之路”，既有利于为塞尔维亚
及东欧地区的抗疫物资、电商贸易提

供运输渠道，也有助于湖南增强航空
货运集散能力，带动本地跨境电商产
业发展，更好地打造内陆开放新高
地。

今年长沙新开至香港、列日、莫
斯科、洛杉矶、纽约、大阪等 6 条定期
货运航线，复飞了长沙至马尼拉跨境
电商专线，开通了长沙至洛杉矶、金

奈等 2 条不定期货运航线，全市定期
货运航线已达到 9 条，除长沙至胡志
明/达卡因海鲜进口地疫情影响目前
停航外，实现了稳定运营 8 条定期货
运航线，航班执行率达 90%以上。1
至 11 月长沙机场实现国际（地区）货
邮 吞 吐 量 6.58 万 吨 ，同 比 增 加
42.6%。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杨婷婷 李霏霏）记者从湖南省
市场监管局获悉，“常德米粉”日前获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继“临澧黄花
鱼”“常德香米”之后，常德收获的又一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为打造好地理标志这张城市“名
片”，常德加大对地方品牌的挖掘、培
育、监管力度。通过加强政策支持和资

金保障，推动地理标志申报省级知识
产权战略项目。开展地理标志全面普
查，指导地理标志精准培育，引进优质
服务机构专业指导，组织各区县市深
度挖掘潜在的特色自然资源和人文资
源。推动地理标志换标，指导规范使用
新的地理标志，从生产标准、规范认
证、产值规模、管理制度等方面实施动
态监管。

“常德米粉”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前11月中欧班列（长沙）开行量超去年全年

长沙开通至贝尔格莱德货运航线
全市定期货运航线已达9条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彭雅
惠）今天，湖南省“互联网+发票有奖”举
办了第十期二次开奖活动，766名消费者
共获得176万元奖金。

我省自 2020 年 1 月开始举行“互联
网+发票有奖”活动，除购买不动产以
外，任何消费者在我省消费 100 元及以
上，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就能得到三
次获奖机会。其中，每个自然月结束后
第 10 天（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定期进行
二次开奖。此次开奖共产生一等奖 1
名，奖金 5 万元；二等奖 10 名，单个奖金
2 万元；三等奖 755 名，单个奖金 2000
元。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提醒，

消费者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购买方
名称不能填开为“个人”，必须填写自己
真实姓名才能参与开奖。已参与开奖活
动的消费者可通过“湖南税务”支付宝生
活号、“湖南税务”“湖南财政”微信公众
号等渠道，查看自己是否中奖，中奖者必
须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前携带相关资料
到省内任一县级税务局的征管部门兑
奖。

不论已经中奖与否，消费者可继续
保留发票，我省将在2021年1月对2020
年内成功参与过二次开奖且三次开奖现
场开奖前未作废、未冲红的发票进行第
三次开奖，届时将随机抽出10个奖项，单
个奖金高达50万元。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灵宁）“有了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政策，无固定资产
的企业也能获得银行贷款，有机会发
展壮大！”近日举行的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入园惠企”湖南站主场活动上，长
沙华时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敏芝说。当天，湖南省、长沙市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运营机构
与光大银行、邮储银行等达成合作，8
家 企 业 用 纯 知 识 产 权 获 得 银 行 放 贷
5640 万元。

省市场监管局介绍，目前全省多个
市县区出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贴
息、评估和担保费补贴政策。2013 年至
2019 年，全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从
1.1 亿元上升到 33 亿元，“十三五”期间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总额超过 100 亿元。

全省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5.3 万件，
有效注册商标近 64 万件，马德里商标
540 余件，地理标志 245 个(件)，412 件
商标获得驰名商标保护。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湖南将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纳入应对疫情服务支持市场
主体发展20条措施，鼓励、支持企业运用
知识产权开展质押融资，为企业纾困解
难，助力复工复产。1 至 10 月，全省办理
知识产权质押登记174笔，涉及专利、商
标1100余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达3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1%。

据了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
企”系列活动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运用促
进司、中国银保监会共同发起，分别在北
京、广东、浙江、湖南和重庆等5个省市开
展系列主场活动，推动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

湖南“互联网+发票有奖”
举行第十期二次开奖

●766人凭发票获176万元奖金
●2021年1月进行第三次开奖，单个奖金达50万元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
8家湘企用纯知识产权获贷款5640万元

湖南日报 12月 10 日讯（记者
邹靖方）今天，“湘悦读·工力量”2020
湖南省职工主题阅读活动在长沙举行
成果展示发布。作为我省首次全面覆
盖全省各行业全体职工的全民阅读活
动，今年全省共举办1767场职工主题
阅读活动，整体参与职工人数超千万。

来自全省14个市州及省直、各产
业系统的工会通过现场展板、视频等

多种方式展示职工主题阅读活动的
各项创新做法，职工代表通过诵读、
歌舞、小品等创新节目方式展示职工
阅读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交流职工
阅读学习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
体会。

2020湖南省职工主题阅读活动
自今年4月底策划启动以来，创新推
出了城市读书快闪活动、好书荐读接

力赛、线上同城共读、线下主题读书月
活动、读书典型评选活动等形式多样
的职工读书学习活动，不断探索读书
活动新阵地和新方式，深化职工读书
活动的品牌效应，让更多的职工在享
受悦读的过程中，努力成为核心价值
取向的倡导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截 至 目 前 ，全 省 各 地 共 举 办
1767 场职工主题阅读活动，现场直

接参与人数达93.85万人。活动在微
博、微信、抖音、喜马拉雅等多个平台
和主流媒体阵地开设线上活动专区，
仅在微博参与好书荐读接力互动的
职工就超过800万人次。

活动现场还表彰了一批在阅读活动
中涌现的“芙蓉领读者”“芙蓉悦读者”，并
为20个最美职工书屋、71个优秀组织机
构颁发了相关奖项。

2020全省职工主题阅读活动收官

12 月 10日，
演员在表演歌舞
《少年中国说》。当
天，“湘悦读·工力
量”2020 湖南省
职工主题阅读活
动成果展示发布
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