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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抓住创新驱动的发展之魂，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发展动力

长沙挺进“万亿俱乐部”，中部第二个
日前，国家统计局传来好消
息，长沙今年前三季度生产总值
突破7478 亿元， 实际增速达到
8.4%，名义增速达到了 11.29%。
按照这个增速，全年下来，长沙
GDP有望突破万亿元大关，成
为中部第二个、 中西部第四个
迈入
“
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回望“进阶”之路，长沙得
益于始终抓住创新驱动的发展
之魂，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转换
发展动力。

把着力点放在
振兴实体经济上
12月3日，是宁乡市成立的
第一天， 当日下午举行的重大
招商项目签约仪式上， 宁乡市
一口气就“吃”下了20个项目，
签约金额达到735亿元，包括总
投资158亿元的国金新能源汽
车产业园以及亚铝集团湖南生
产基地、 高镍三元材料基地项
目等一大批重大项目。
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 必须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这正是当前长沙工业经济发展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沙市把
发展目光聚焦在实体，以园区、
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共性与突出
问题为导向，针对“痛点”开“药
方”，出台了《关于振兴长沙工
业实体经济的若干意见》，围绕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加大人才培育力度、
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等5个
方面， 用30条具体措施， 剑指
“脱虚向实”， 振兴长沙工业实
体经济。
目前， 首批74个配套细则
（方案）已出台，政策落地进入
“施工程序”， 企业生存状况大
幅好转， 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
下降69.4%，产品销售率同比提
高1.3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增长29.4%。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10
月， 全市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2865.5亿元， 同比增长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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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高于全国、全省1.3和1.2个百
分点；在南京、杭州、郑州等同
体量的省会城市中， 规模工业
增加值和增速均排名第一。

“国家智能制造中心”
呼之欲出
位于长沙县的三一泵送18
号厂是国内工程机械行业首个
全数字化工厂， 亚洲最大的智
能化制造车间，号称“最聪明的
工厂”。在这里，透明计算系统
终端、国产大飞机C919刹车系
统、 私人订制卫星等高科技项
目， 让我们目睹了长沙智造交
出的耀眼成绩单。
的确，在智能制造方面，长
沙可谓抢尽了先机。 今年7月，
长沙市发布 《长沙建设国家智
能制造中心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确定到2020年
前，要形成530家市级智能制造
示范企业， 培育50家以上省级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10家以上
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工
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北斗
导航、智能传感与芯片、工业互
联网、 无人智能装备等几类关
键技术及装备要获得重大突
破，智能技术及装备形成1000
亿级产业规模。
为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
心，目前，长沙已经相继成立长
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 智能机
器人研究院、 新材料产业研究
院、增材制造（3D打印）工业技
术研究院等研究平台， 以应用
为核心的长沙“工业云”平台正
式上线运行，已获国家、省、市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330家，其中
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及专
项20个， 在中部省会城市中位
居第一。
如今， 在政策措施的激励
带动下， 高性能 3D激 光打 印
机、 新型耐3000℃烧蚀陶瓷涂
层等一批“长沙创造”产品进入
世界领先行列……科技创新已
经成为长沙转型升级发展的第
一动力。
■记者 刘璋景

简政放权大大激发创业活力

胡凯是一位来自浏阳的80
后，2017年初， 通过长沙青年公
益服务创业孵化基地，创办了自
己的美术培训中心。 在这里，胡
凯获得了免费办公场地，并且有
专家对其贴身指导， 不到一年，
培训中心就成功创办了三家分
部，年收入突破500万元。
“
现在的一切都得益于良好
的创业环境。”谈到自己的成功，
胡凯认为长沙正在推行的简政
放权政策给了企业很大的帮助。
入驻 基地 +创业 孵 化 ， 是
长沙助小微企业腾飞的一大抓
手。如今，全市小微企业数量多
达30余万家。 为进一步促进创

业创新，今年5月和6月，长沙市
政府又分别颁布了第131号、第
132号政府令，将89项投资建设
项目审批权限下放至全市13个
工业园区， 并赋予湖南湘江新
区44项市级经济管理权限。这
已是长沙第5轮大规模向下级
区（县、市）简政放权，共下放了
316项市级经济管理权限，提速
行政审批效率达50%。
简政放权激发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活力。 今年1-10月，
全市新引进投资过亿元项目137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278.3亿元；
新开工投资过亿元项目113个，
项目计划总投资788亿元。

长沙产业园18号厂房是三一重工“智”造示范实施基地，这间总面积约十万平方米的车间，成为了行业内亚洲最大
最先进的智能化制造车间。

记者手记

“万亿俱乐部”既是新起点，也是新命题

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通过
简政放权激发创业活力，把科技
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力，创
新思维大大激发了长沙经济的
活力和企业竞争力。
过去 的两 天， 围 绕 着长 沙
经济的转型及发展， 记者先后
拜访了三一重工、 中国铁建等

大型企业的高管， 也采访了政
府相关部门的专 家。 看到他们
在经济发展的前沿，兢兢业业地
工作，通过不断地创新，避免企
业的官僚主义和迟钝僵化，在规
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开拓进取
的活力。 一个地区持 续 保持 经
济的快速发展， 需要企业家们

远见的洞察力， 更需要政府出
台极具黏性的决策力， 还需要
城市对科技人才、资源、要素的
更强吸附力。
长沙挺进“万亿俱乐部”，既
是新起点，也是新命题。愿长沙
用更强的创新力，去承载更大的
光荣和梦想。

省纪委通报8起公职人员违规典型案
向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说不 将加大问责力度
12月6日，记者从三湘风纪网获悉，日前，省纪委对全省各地查处的8起国家公
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通报指出，这些国家公职人员都严重违反了纪律，有的还涉嫌违法犯罪，不仅
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搞坏了政治生态，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加大执纪问责力度，严肃查处不如实报告、弄虚作假、对抗清理、明退实不
退、工作失职失责，以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问题，并及时通报曝光。

“
水政监察大队长
参与涉砂经营

2004年至2008年3月，邓建
明在担任开福区农业林业水利
局原水政监察大队队长期间，与
妹夫易某某、弟媳陈某某合伙出
资120万元购买一条运输船，从
事运营砂石业务。邓建明利用职
务上的影响，以高于市场价1元/
吨的价格在开福区范围内的部
分砂场出售砂石， 从中谋取利
益。2017年10月， 邓建明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砂石办原主任
为采砂船谋利并受贿
2012年，袁文在担任岳阳县
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
兼任县砂石办主任期间，与岳阳
县东洞庭湖管理局党委委员、县
砂石办副主任陈辉，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同意采砂船船主阮某某
进入岳阳县东洞庭湖从事采砂
经营，阮某某承诺按1元/吨给予

袁、陈好处费。
2012年至2016年初， 袁文
共收受阮某某好处费40万元，陈
辉共收受阮某某好处费48万元。
袁文、陈辉还存在其他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2017年4月、5月，
陈辉、 袁文分别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
线索均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10名公职人员
参与涉小水电经营
2017年10月底，石门县纪委
在抽查石门张家渡水电有限公
司是否有国家公职人员入股情
况时，发现县水利局正科级干部
覃昔军、县政协正科级干部侯满
丽、 县移民局正科级干部向纪
元、县统计局工作人员杨国庆等
10名公职人员，在专项整治自查
自纠阶段均未如实报告其入股
石门张家渡水电有限公司的情
况，也未按要求办理退出手续。
2017年11月，覃昔军、侯满

丽、向纪元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杨国庆等分别受到行政警告
处分。

粮食局干部
参与涉矿经营
2010年8月， 江永县粮食局
主任科员朱建永以儿子名义出
资147万元（占股49%），与他人
入股成立江永县永明粉体有限
公司（主要经营大理石、方解石
开采加工及其产品销售）， 并担
任公司经理，分管财务及审批开
支等工作。
2015年6月， 永明粉体有限
公司将股东变更为朱建永本人。
2012年9月至2015年7月， 朱建
永在公司领取工资12.25万 元。
朱建永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
2016年5月， 朱建永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受通报的还有岳阳县政府
办原副主任姚海洋违规参与涉
砂经营活动案等。
■记者 王智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