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金融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近些年来像海啸奔突，冲击着全
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也冲击着常德工业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常德的
工业发展来说，洪灾、冰灾、长期的电力短缺更是雪上加霜。

激流勇进，常德人的奋斗精神始终不变。 当 2006 年全省实施新
型工业化战略的号角吹响，常德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工业强市”的
战略目标和部署，举全市之力，开拓创新，积极作为。多年来坚持迎难
而上，全力推动工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1 年， 常德全市规模工业累计完成总产值 1718 亿元，
同比增长 43.8%，完成增加值 706 亿元，增长 20.5%，工业的主导地

位不断彰显。
———三次产业结构发展为 16.5:48.8:34.7， 其中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4.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8%。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投入强劲增长、经济效益显著提

升、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全市工
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多年居全
省第一。

破浪前行动力何来？“七大
创新”领航发展。

版式设计 黄悦专版 ２０12年11月8日 星期四14

这些年
没有掌声和鲜花
我们默默探索
一轮又一轮改革
一次又一次裁撤
阵痛、茫然、无措
但我们知道———
改革路上必有坎坷
发展途中必有波折
锁紧泪腺、抬起双脚
为了那份信念和担当
将前行的道路重新丈量

我们率先而动
毅然拉开了机构转型
职能转变的大幕
扛起了变管理为服务
寓管理于服务的大旗
从心底呐喊———
一切为了企业
为了一切企业
为了企业一切

我们砍掉了全部审批项目
砍掉权力、保留责任
我们做出了庄严的承诺
彰显底气、赢得赞誉
我们主导了国企的改革
革除积弊、换来新生

一款款惠企政策出台
一座座服务平台建起
把握市场，视角更精准
科学服务，方略更缜密
电力短缺，有序供电
金融危机，化危为机

分歧的意见搁置一旁
和谐的步履坚定追随
我们率先行动
组建了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
成立了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
构筑了运行调度和考核评价体系
建立了产业集群协调体制
推行了企业外协工作机制
赢得了国家级经济核心期刊
《中国经贸导刊》的一再推崇

我们从荆棘中踏出崭新的征途
企业向规模化、高新化、品牌化发展
园区向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迈进
产业向内生型、集约型、持续型飞跃
工业经济顺势而上———
大步跨越、亮点频现
“十一五”经济总量攀升———
工业产值过千亿
工业增加值翻两番
规模企业超千家
运行质量提升———
效益指数领跑三湘
驰名商标辉耀华夏
资本增量跃升———
投资拉动势头强劲
全民创业热潮涌动

我们举全委之力
开拓出通向人民满意的全新道路
锻造出机关作风建设的特色品牌
只为了一个目标———
让企业满意、政府满意、人民满意
“十佳人民满意”机关
“双文明”红旗单位
努力终获赞誉

这些年
我们挥洒了汗水，收获了喜悦
这些年
我们取得了成就，重塑了自我
这些年
我们跨越了坎坷，培育了坚韧
我们———
常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全体同志
再一次向党和人民庄严起誓
永做第一推动力的领跑者！
奏响建设现代常德的最强音！

——— 常德市“七大创新”助推工业经济发展
文/龙文泱 刘 敏 袁 刚

我们这些年
常德市经信委主任、
党委书记

张友德

激流勇进闯未来
常德工业整装待发，时刻准备，激流勇进闯未来。

2012 年 10
月 29 日，常德市
副市长徐超文率
领市推进新型工
业化学习考察团
暨优秀企业经理
培训班学员在厦
门金门汽车车身
公司车间考察。

2012 年 3 月 15 日， 常德市召开全市推进
新型工业化工作会议。

常德市经信委开展送政策到企业活动。
（本版图片由常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供）

常德市经信委编纂的 《工业企业
发展政策百问》。

“一把手”带头，一心一意谋发展

坚持“一把手”抓“第一推动力”，书记、市
长每年均保持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作日在园区、
企业和项目现场办公、排忧解难。

“湖南石门特种水泥有限公司的‘壩道’、
湖南盈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的‘盈成’、石门茶
叶协会的‘石门银峰’、湖南精为天粮油有限公
司的‘精为天’、湖南平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
‘平安’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湖南湘鲁万福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陬福’商标也因增加商
品‘食用油脂’再次上榜！ ”今年 4 月 27 日，常
德市商标品牌建设工作再创佳绩，新增中国驰
名商标 6 件，至此，该市中国驰名商标总数已
经达到 16 件。

商标是企业的软实力和无形资产，中国驰
名商标等商标品牌的获得是企业加速发展的
助推器。 统计显示，常德企业在获得商标品牌
后总体经济效益提升了 50%至 300%。

这只是常德大力推进工业经济发展的一
个镜头。早在 2006 年 3 月，常德就率先成立了
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六年来，先后召开
了 35 次市委常委会、38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研
究工业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卿渐伟和市长陈文
浩每年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作日在园区、企业或
项目现场督查解难，每个市级领导都深入到一
线对重大问题现场决策。

于是，效能监察室进驻各经济开发区（工
业园区），发展环境月报告制度建立起来了，最
大限度减轻了企业负担的“多家费、一家收、分
头拨”的税外费征管体制改革在澧县、临澧、安
乡、汉寿等区县深入推进……常德形成了“全
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条块一股绳” 的合力
兴工格局。

同样率先建立的产业协调服务机制则是对
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成员的责任细分。 经
过多年发展，常德初步形成了烟草、装备制造、
有色及新材料等十一大产业集群， 它们和市内
的每个核心企业、重点项目、战略投资者，都有
一个市级领导对口联系，形成了“五位一体”的
工作机制。

“千家部门联系服务千家企业”活动是各产
业工作协调小组帮扶企业、 督促帮扶责任单位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2011 年 1 月，为确保总投资 60 亿元的常
德卷烟厂 “芙蓉王”200 万大箱生产线易地技
改项目顺利推进，在市烟草产业工作协调小组
的积极争取下， 市里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顾
问、市长任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并由分管工
业的副市长徐超文牵头调度。 经过努力，项目
于当年 8 月正式通过专家论证， 并顺利开展。

与此相对应，2011 年，十一个产业工作协调小
组共派出帮扶工作组 885 个、 工作人员 2053
人，深入企业开展调研 2235 次，为企业解决融
资、土地、市场、办证、用工、运输、技术改造、周
边环境等各类困难 1883 个， 问题化解率达到
80%以上。

理顺管理体制，园区发展大提速

在经济建设中， 常德市不断探索工作方
式，自我改革，科学的管理体制让经济发展的
道路更畅通。

蓝天、白云、绿树，在国家级常德经济开发
区内行走，神清气爽。 整齐宏大的厂房、宽阔干
净的道路、不停运转的流水线、忙碌的工人……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今，工业园区成为了承
载工业发展的主平台和增长极， 成为常德工业
经济发展的一块品牌、一道风景和一张名片。

目前， 常德有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1 个，省
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2 个， 省级经济开发区 3
个，省级工业集中区 4 个，基本形成一县一园
的布局特色，11 个园区规划面积 274.59 平方
公里，建成面积达到 78.93 平方公里，工业园
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园区经济的跨越发展，理顺管理体制是基
础。 过去，常德一直没有明确专门的职能部门
对工业园区进行宏观指导、产业规划和日常调
度，其管理基本处于真空状态。

2006 年成为一个转折点，巨变由此发生。
这一年，常德市委、市政府按照大工业与

园区工业统筹调度、综合协调的思路，明确工
业园区由各级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统一
领导，并在全省首次把工业园区的管理权限调
整给了市经信委， 成立了工业园区管理办公
室，严格履行工业园区的调度、统计、考核及日
常管理职责。

到专人、到企业、到行业，每月收集全部规
模工业企业、产业（行业）、园区的报表数据，每
年制定调度目标责任和调度考核奖励办法，每
月 2 日以月度快报手册的形式通报工业经济
运行情况。“三到二明一册”的经济运行调度体
系化被动为主动，大大提升了工业经济管理的
前瞻性和有效性。

这一年，以《全市工业园区目标管理考核
办法》的制定为起点的新型工业化考核和园区
考核也率先推行，经过多年实践和完善，形成
了工业经济综合考核和推进新型工业化考核
两套考核体系。对于在考核年度内完成基础设
施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户数、工业增
加值、入库税金、新上固定资产投资额 2000 万
元以上工业项目个数等多个考核指标的工业
园区，给予高额奖励。

在考核压力和奖励激励的双重推动下，
各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动力大增。 “沿海发
达城市都有我们的常驻小分队。 ”常德经济
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笑言， 考核机制将 50%的
机关干部“一篙子往外赶”，使出浑身解数找信
息、觅项目、引资金。 开发区一年一个样、一年
一个台阶，成功升格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更多工业园区活力绽放。
2011 年 ， 常德园区规模企业发展达到

403 家 ， 占全市规模企业总数的 52.4% ，比
2002 年增长了近 10 倍； 园区完成规模工业
总产值 868.4 亿元， 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由 2002 年的 8%上升到了 50%。 百亿
园区达到了 3 个。

2011 年，全市工业园区规模工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812.6 亿元、入库税金 15.6 亿元、实现
利润 37.5 亿元，分别占到全市的 51%、36.8%和
30.8%，分别是 2002 年的 12 倍、15 倍和 18 倍。
规模企业吸纳就业人数超过 9 万人，占全市工
业就业人口的 54%，是 2002 年的 13 倍。

一批特色产业园区蓬勃发展。鼎城灌溪工
程机械产业园以中联重科为核心， 发展塔机、
起重机、车吊等相关配套产业，已具产业航母
雏形，园区产值突破 100 亿元大关；全省最大
的铝材生产基地创元铝材产业园也是全省首
批“循环经济产业园”之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
区进入了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大河西先导
区的延伸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园区，德
山电子信息产业园成为全省首批省级电子信
息产业园。

心贴心服务，共创美好明天

“一切为了企业，为了一切企业，为了企业
一切。”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走向更美好
的明天。

“政府组织的参观学习、培训非常有用！ 我
连续参加了 5 届培训班，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
上学到了许多先进理念， 结合企业实际灵活运
用，效益一年一个新台阶，产值从原来改制之初
的 5000 多万元到去年过亿元，翻了一番！ ”谈到
企业在政府的帮助下获得的发展， 常德牌水表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发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企业发展得好，常德市经信委主任张友德

也很高兴。 “一切为了企业，为了一切企业，为
了企业一切。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在“三为”服
务理念的指导下， 常德市经信委细心服务，不
断创新，通过政策调控，突破一个个发展瓶颈。

“政策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 针对部
分企业负责人对政策了解不深， 理解不透，易
走冤枉路，企业难以做大做强的现状，常德市
经信委用政策解读、条文展播、上门指导、专题
讲座等方式扩大政策的知晓面，及时向全市企
业发布最新政策，并对政策的知晓程度、落实
程度和企业受惠程度开展专项督查。

2002 年以来中央、省、市三级出台了上千
个涉企政策， 要企业从这么多政策中理清头
绪，有点难。于是，经信委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收
集、甄别、梳理和有机整合，编辑成《工业企业
发展政策百问》，免费赠送给企业。老板们心里
明了，干劲更足。 2011 年，企业申报项目个数
同比增长了 30%。

秉承“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实”的理念，相
关单位搭建起了政策兑现平台，全方位为企业
提供信息，主动为企业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支
持。 2006 年以来，市县两级发放奖励资金高达
8000 多万元，累计为企业争取项目 400 多个，
资金总额突破 4 亿元。

让民营企业负责人觉得特别舒心的是，随
着企业外协制度的推行， 仅市直就已有六批、
102 名市本级机关干部走进民营企业担任外
协副经理，利用自身优势帮助企业协调外部环
境，解决实际问题。 “有了外协副经理的帮助，
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一心一意搞生产！ ”一位
企业负责人说。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需办的事不推诿，
该办的事不过夜，经办的事不收费。”铭记在常
德市经信委工作者心中的，还有“三不”原则。

“管理就是服务，经信委就是企业的 ‘娘
家’！”张友德说，只要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立
即办理不过夜，理所应当；企业提出的有理由
的事，指导帮助办理，不合规定的也要耐心解
释清楚。原有的 18 个审批项目被砍掉，收费项
目全面免除。

政府部门心贴心为企业筹谋打算，企业发
展动力十足，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十
一五”完美收官，实现了经济总量、经济效益、
企业户数、园区经济、产业规模、投资总额、名
牌产品数量七个“翻番”。

“发展速度快于全省，发展效益高于全省，
发展质量优于全省。 ”以市委、市政府的总体要
求为激励，常德正向着两个“千亿工程”（烟草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0 亿元、全市规模工业
增加值突破 1000 亿元）为主要目标的“十二五”
工业经济总体发展目标大步迈进。

七大创新迎难上，激流勇进闯未来！ 在省
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奋发向上的常德正
走向越来越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