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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在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广大
干群的共同努力下，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
企业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为加快全省
“四化两型” 建设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了重要贡献。 在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
业发展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 为表彰
先进，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对非公有制经济和中
小企业发展考核获一等奖的岳阳市等 5 市和
获二等奖的怀化市等 6 市予以表彰；授予长沙
县等 30 个县市区 “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和中小企业先进县市区”、周群飞等 47 人“湖
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优秀企业
家”、陈建波等 42 人“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
济和中小企业创业标兵”、曾智山等 48 人“湖
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再创佳绩。 全省为非公有制经济和中
小企业服务的广大干部职工、广大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和中小企业从业者要以先进为榜样，克

服困难，坚定信心，共同促进全省非公有制经
济和中小企业进一步加快发展。 全省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深入落实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
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继续加大对非公有
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引导、扶持和服务力
度，切实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环
境，努力开创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
展的新局面。

2013 年 10 月 23 日

湖南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表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湘非公经济〔2013〕3 号

一、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考核获奖市州
一等奖：岳阳市 株洲市 长沙市 郴州市 衡阳市
二等奖：怀化市 常德市 娄底市 永州市 益阳市

湘潭市
二、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先进县市区
长沙县 宁乡县 雨花区 攸 县 株洲县
湘潭县 雨湖区 衡阳县 衡山县 珠晖区
隆回县 双清区 湘阴县 岳阳楼区 汨罗市
桃源县 石门县 桑植县 资阳区 桃江县
苏仙区 北湖区 宁远县 祁阳县 鹤城区
芷江侗族自治县 涟源市 娄星区 花垣县
吉首市
三、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优秀企业家
周群飞（女）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东升 湖南恩孚阳光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国安 绿之韵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庆华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董升顺 湖南亚太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振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曹泽云 湖南省晚安家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伟其 湖南湘能电力强弱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文宝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言继春（女） 湖南维格磁流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博成 株洲富利来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邓 卓 株洲旭阳机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成仲阳 湖南东方威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怀仲 湘潭三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国兴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纯德 衡阳运输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 飞 衡阳市金坤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常松 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祥顺 衡阳华瑞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俊军 湖南中富植物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历颀 湖南奇力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晋雄 隆回县福鸿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祝恩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全学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袁小月 湖南洞庭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度文 湖南省常德湘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舒德春 湖南金帛化纤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合林 湖南石门特种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南庆 湖南中南金叶印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义文 张家界福安家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练 军 湖南森艺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放军 鑫海绳网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毅夫 益阳瀚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亮发 郴州丰越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江洪 郴州源鸿科技发展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祖祥 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恩榜 江华坤昊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阳国秀（女） 湖南果秀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颜家伟 湖南德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兼总裁
彭忠喜 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杨 杰 湖南怀化市安江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小乐 湖南省双峰县湘源皇视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笃明 湖南吴哥世家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树田 冷水江天宝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邓吉林 湖南太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张孝兵 泸溪蓝天冶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左孝惠 湖南永顺锦帛钰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四、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创业标兵
陈建波 长沙插拉刨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刘喜荣 长沙卫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剑 湖南松井新材料有限公司
吴耀存 长沙青竹湖湘绣有限公司
胡红霞（女） 株洲光明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陈春香（女） 湖南省慧科生态园林开发有限公司
戴永红 株洲天元区戴永红炒货食品加工厂
李国强 湖南玉丰真空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谭 宇 湘潭市宇通牵引电气有限公司
谭哲成 湖南德意电气有限公司
胡红初 湖南红光物流有限公司
罗 路 衡阳市金创起重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周 霞（女） 衡阳凌云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雷 锷 邵阳市金鹰锅炉有限公司
唐昌林 邵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服务中心
周剑飞 城步新鼎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胡松柏 湖南省喜多多食品有限公司
赵松根 平江县港盛针织厂有限公司
何 武 岳阳清明面业有限公司
陈 泽 汉寿锦鳞香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唐丁杰 湖南本地易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杨德志 常德市鼎城奕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刘泽平 湖南省恒鑫饰品有限公司
张绣云（女） 张家界绣云土家刺绣有限公司
文 明（女） 益阳品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陈社强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郭 峰 益阳搜空高科软件有限公司
黄吉生 嘉禾县刀王刀具有限公司
黄太平 湖南农夫机电有限公司
伍 坚 郴州恒达选矿机械厂有限公司
陈 衡 湖南卓尔钻具有限公司
黄丽燕（女） 永州市泉辉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唐凯旋 湖南金鸥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舒永红（女） 湖南玖星工业微波设备有限公司

张成良 怀化星珍电子有限公司
张 勇 新晃远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曹建平 湖南省新化县鑫星电子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梁建松 湖南华南煤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谢泓泰 双峰县中南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高耀富 湘西自治州边城醋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王吉光 龙山县土家巧手民族工艺有限公司
周金有 泸溪县鑫兴冶化有限公司
五、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先进工作者
曾智山 省委宣传部副主任科员
周桂忠 省委统战部经济处调研员
涂宏智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副处长
谢剑锋 省经信委中小企业局服务指导处处长
李良勇 省监察厅行政效能监察室副主任
易德华 省财政厅企业处处长
严雄建 省就业服务局城镇社区就业服务处处长
罗亚苍 省地税局政策法规处副主任科员
文 灿 省工商局个私监管处副处长
罗 彬（女） 省统计局工交处副主任科员
贺复兴 省政府金融办企业上市处副处长
张光升 省工商联经济处主任科员
文山彪 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
邱展智 省国税局政策法规处副主任科员
向 柳（女）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副科长
黄国军 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信贷业务部总经理
王 曙 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
李伟锋 湖南日报经济新闻部记者
戴和清 潇湘晨报经济新闻部记者
李越胜 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新闻联播》制片人
彭月辉（女） 长沙市工商联宣传处处长
左 军 长沙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理事长兼主任
何智云 株洲市中小微企业成长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金国 株洲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科科长
曾德林 湘潭市经信委副主任
石宇宏 湘潭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办主任、市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主任
王大宏 衡阳市经信委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朱小兵 衡阳市瑞安创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育斌 邵阳市经信委副主任
谢国跃 邵阳市大祥区经信局局长
曹聪贻（女） 岳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
胡丽军（女） 岳阳市云溪区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股长
何克明 常德财鑫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启明 常德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科科长
姚善钧 张家界市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
李 辉 张家界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产业

发展局副局长
龚 彬 益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
文建华 益阳市华盛中小企业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被生 郴州市经信委主任
肖庆国 郴州市财政局党组成员
周新辉 永州市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
肖春国 永州市冷水滩区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
禹玉奇 怀化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任六生 怀化市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
钱颂希 娄底市经信委副主任
吴朝明 新化县经信局局长
田 华 湘西自治州经信委副主任
张显刚 湘西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

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名单

政策引领，服务支撑
我省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转型发展

周 平 胡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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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新型工业
化带动战略， 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富民强省第
一推动力，湖南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 工业支撑全省经济总量跻身全国“十
强。

近年来，随着欧债危机蔓延扩散、国内经
济增长放缓，中小企业首当其冲，面临着生存
和发展的巨大压力。 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
未雨绸缪， 通过出台支持政策、 开展扶持服
务、 减轻企业负担、 优化发展环境等多项举
措，应对危机稳增长，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特
别是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占湖南企业总数 99%以上的非公经济
和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喜报频传：2011 年，湖
南非公经济增加值首次跨越万亿元大关。 据
统计，今年 1-9 月，全省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
9917 亿元，同比增长 11.6%；全省规模以上中
小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5062 亿元，同比增长
13.7%； 中小企业盈利水平好于大型企业；
1-8 月， 全省规模以上小型企业实现利润同
比增长 24.4%， 中型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19.9%。

政策引领：
面对危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受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影响，与
全国一样，我省中小企业也面临订单下滑、经
营成本攀升、资源要素制约加剧、税费负担偏
重、融资更加困难等诸多问题。 作为市场竞争
中的弱势群体， 中小企业的健康平稳发展特
别需要政府的关怀与扶持， 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显得尤为迫切。

为积极应对全省经济发展面临的复杂形
势， 早在 2009 年上半年即国务院 36 号文件
出台前，省委、省政府就相继出台了《关于大
力推进全民创业的意见》、《关于促进工业企
业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
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性
文件。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肇雄指出，“整
体来看， 全省上下比较重视非公经济和中小
企业发展，从财税、金融、产业、科技、就业、公
共服务等方面， 加大了对非公经济和中小企
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 ”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更加
错综复杂，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均呈下滑趋势，
大中小企业生存都十分困难， 企业普遍反映
现在不是缺产能而是缺市场， 不是生产不出
而是销路不畅， 规模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增幅

较快回落与较大波动， 而且这种复杂的局面
难以在短期内有根本性改变。

为此，2012 年 2 月 3 日，省政府以 2012
年 1 号文件颁布了《关于切实改善企业运营
环境 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意
见》，就切实改善企业运营环境，促进全省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从扩大
省内产品销售、促进产业和企业对接合作、加
大省内产品采购等 3 个方面， 就帮助企业开
拓市场提出工作措施；从加大信贷投放规模、
创新金融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抓好调煤保电
等 4 个方面， 提出了加强要素保障的工作措
施；从加大资金扶持、落实创业政策、完善服
务体系等 3 个方面， 提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的工作措施，既关乎当前，又着眼长远，极大
地提振了企业的信心。不少企业家纷纷表示，
有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再大的难关都能
渡过，再难把握的机遇也会想方设法抓住。

同年 6 月 10 日， 省政府又以湘政发
[2012]18 号文件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提出要加大财税支持， 并对落实税收
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完善融资激励、加
大政府采购作出明确规定。

“为了使政策能够落到实处，特别强调要
建立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省经
信委副主任黄东红说。

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方方面面， 文件出台后还需要进一步细
化配套措施，确保落实到位。 与此同时，省经
信委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送政策到企业”活
动，让广大中小企业在了解、熟悉、掌握政策
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好、用足、用活政策。

大企业强省，中小企业富民，已经成为湖
南全省上下的共识。自 2006 年第九次党代会
提出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富民强省第一推动力
以来，湖南新型工业化的成果一步一个台阶。
当前，面对国际、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湖南
再次提出从中小企业抓起， 实现大中小企业
协调发展， 这些政策文件对实体经济特别是
全省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起到了强大的
引擎作用。

助力企业：
形势趋紧，扶持举措密集出台

“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
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 越是形势趋
紧，越要放水养鱼；越是经济困难，越要帮扶企
业。 ”湖南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深情地说道。

为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加

大财政资金扶持， 省财政预算安排的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从 2011 年开始，连续两年每
年增加 2000 万元， 资金规模已达到 1.6 亿
元。 省本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增加到
6000 万元。 为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减
轻中小企业的税赋压力，全省国税系统 2012
年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共减免税收 57.7 亿元，
办理出口产品退税 80.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0.7%、40.3%，惠及广大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
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政治问题。 当前，对于
中小企业发展来说， 最主要的工作是优化发
展环境，最重要、最直接的是减免税费、减轻
负担。 ”全国人大代表、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
专门就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向全国“两会”提出
建议。

政策支持重在落到实处， 企业帮扶贵在
帮到难处。 然而，对扶持政策不甚了解，优惠
政策无法享受， 难以借助政府的服务助力企
业发展，错失发展机遇，是广大中小企业发展
中普遍面临的窘境。

2013 年 2 月，省经信委启动“扶助小微
企业专项行动”，以产业对接、管理提升、中小
企业融资服务月、万家“数字企业”创建等九
大活动为载体，组建 14 个工作组，分赴对口
联系市州，通过走访企业、园区，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开展扶助行动，采取“一企一策、一企
多策”的办法，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实现工作
重心的下移。 截止今年 10 月底，共走访联系
中小微企业 500 余家， 协调解决企业困难问
题 290 余个。 同时， 还开展湖南省中小企业
“百千万”成长工程融资服务月活动，全省有
融资需求的 886 家中小企业得到了 21 家银
行机构达 120 亿元授信额度。

开展产需对接合作， 是省经信委在应对
危机中探索出来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重要
举措。 2012 年，共举办 12 场产业对接活动，
达成合作项目 1000 多个、 合作金额约 700
亿元。 今年开展的“扶助小微企业专项行动”，
继续以拓展产业对接领域、 巩固深化对接成
果为宗旨，重点开展工程机械、电子信息、食
品、生物医药、新材料、融资服务等十大产业
对接活动，帮助企业拓展市场，共度难关。

企业发展，人才是关键。 为破解人才供需
难题，通过深入开展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
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主办民营企业和中小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 与省教育厅推进
校企合作，通过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共为各
类企业培训员工 22.5 万人次，开展订单培养
15.7 万人。

为积极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去”，开拓国
际国内市场，省经信委、商务厅、省工商联、省

经协办通过组织中小企业参加中博会、APEC
中小企业技展会， 承办或参与一系列民营经
济交流合作会、投资洽谈会等活动，外向型经
济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

目前， 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湖
南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全省中
小企业实缴税金占比不断提高， 目前已占全
社会实缴税金的 50%以上。全省非公经济二、
三产业年末从业人员和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分
别占全省二、 三产业从业人员和全部企业从
业人员的 80%以上， 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已
经成为提供就业岗位，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
重要力量。

“在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下，我省地区生产
总值还能实现 11.5%的增长， 非公经济和中
小企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副省长何报翔对非
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持续发展：
力促转型， 开创中小企业工

作新局面

近年来，通过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
我省已经初步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 小企业
铺天盖地的良好发展局面。 全省实体经济
99%以上为中小企业，对我省 GDP 的贡献率
超过了 52�%，支撑着全省 80%的就业率。

副省长黄兰香在省经信委调研时指出，
要想夯实经济基础， 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扶持
壮大一批带动作用大、 辐射能力强的产业龙
头企业，支持一批龙头企业过百亿、过千亿，
在有实力的中小企业中培育一批龙头企业。
通过搭建平台，重点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微型
企业和初创企业为龙头企业配套， 延伸产业
链条， 通过扶持和引领一批中小企业做大做
强，培养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保持全省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新生血液。

早在 2007 年 5 月， 我省就已启动实施
“双百”工程（突出抓好 100 个重点建设项目、
培育一批主营业务收入过 100 亿元的旗舰企
业），通过项目带动企业快速壮大。 在“双百”
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后，2009 年， 开始实施

“四千工程”（壮大一批千亿产业，发展一批千
亿集群，培育一批千亿企业，打造一批千亿园
区），从产业、集群、企业、园区等工业经济的
主要衡量指标着手， 在做大工业总量的同时
做强省工业经济实力。

2011 年，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提出加快
构建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在继续做
大做强机械装备制造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食
品、新材料、电子信息、文化创意等优势支柱

产业。 今年，为支持汽车及零部件、矿山机械、
农用机械、 磁力装备等一批发展来势好且发
展潜力大的子产业做优做强， 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 又提出突出做大做强与做精做细并
举， 把工作思路和举措从过去侧重大干快上
转变到注重精耕细作上来， 更加注重质量效
益，更加注重优化结构，更加注重创新驱动，
更加注重两型发展。“多点支撑”成为继“双百
工程”、“四千工程”之后，湖南推进新型工业
化的又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2012 年开始，作为“四千工程”的延伸和
补充，中小微企业“百千万”成长工程在我省
全面铺开。 按照梯度扶持的思路，促进中型企
业发展壮大为大企业， 扶持中小企业转型发
展、扩大规模，大力推动全民创业，支持新创
办小型微型企业。 从 2012 年至“十二五”末，
全省每年培育新增营业收入过 4 亿元的大企
业 100 户以上， 新增营业收入过亿元的中型
企业 1000 户以上， 新创办小型微型企业
30000 户以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正是得益于省经信委为中小企业贴身打

造的服务体系，这几年，我省中小企业无论在
数量还是质量上，均取得了井喷式的发展，开
创了中小企业发展的新局面：

2012 年，全省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私营
企业户数达到 24.89 万户，是 2008 年的近 2
倍（2008 年为 13.7 万户）。个体工商户达 168
万户，比 2008 年增加 57.2 万户（2008 年为
110.8 万户）。 2012 年全省中小企业完成增加
值 9340 亿元，比 2008 年增加 5060.7 亿元。

5 年来，中小企业从一般加工制造等传统
领域向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行业扩展，发展领域遍
布几十个行业。

5 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小工业企业进入集
群发展模式，已形成了长沙工程机械、汽车零
部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株洲轨道交通以
及食品加工、 现代物流等一批具有区域特色
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