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30日讯 自提出实
施企业上市“破零倍增” 计划以
来， 湖南新增拟上市公司数量明
显提速。 记者梳理湖南证监局公
布的拟上市公司报备情况发现，
今年1-11月，湖南新增上市辅导
备案企业14家，而12月新增的上
市辅导备案企业就多达5家。

12月27日，湖南证监局发布
公告， 宣布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已进行上市辅导备案，这
也是本月我省第5家新增上市辅
导备案的企业。 另外4家企业分
别是长沙兴嘉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耐普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
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11月
底，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
企业上市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实
施企业上市“破零倍增”计划，力
争到2025年，全省境内外上市公

司数量实现翻番， 达到200家以
上；暂无上市公司的市州，要实现
零的突破等。

从目前湖南企业冲刺IPO的
情况来看，威胜信息已经获准注
册只待挂牌，“科创板湖南第一
股”呼之欲出；和顺石油、湘佳牧
业于12月12日双双过会；拟登陆
深市中小板的华文食品、宇新能
源都处于“在审”状态；安克创
新、族兴新材则是拟在创业板上
市，处于“在审”状态；冲刺科创
板的南新制药、金博股份、松井
新材也都是“在审”；已经在港交
所挂牌的远大住工，此前也做了
申报科创板的准备， 处于“待申
报”状态。

上市辅导企业可谓是冲刺
IPO的后备军， 算上12月份新增
的几家企业， 目前湖南处于辅导
期的企业共有25家。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2月30日讯 湖南成为继
北京之后全国第二个获批国家网络
安全产业园区的省市。 省政府新闻
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工信
部于近日复函省工信厅， 支持湖南
建设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长沙），
要求加快把园区打造成引领国家网
络安全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地。

据了解， 国家网络安全产业
园区（长沙）的创建工作已经取得
初步成效， 形成明显的产业特色
优势。国防科大作为飞腾芯片+麒
麟操作系统（PK体系）的技术策源
地，在湖南产生了以“一机四芯”
为主导的、 跻身国内自主可控行
业领先地位的一系列前沿高端产
品，具备很强的创新优势；在加快
打造“开放联合”的PK生态体系和
鲲鹏计算生态过程中， 湖南集聚

了长城科技、中国电科48所、国科
微等众多网安产业龙头企业。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省
工信厅党组成员、 总经济师熊琛
介绍，预计到今年底，全省网络安
全产业规模将突破100亿元，相
关企业近200家。

目前， 全省已建和在建的各
类数据中心42个，认定了12个省
级大数据产业园； 今年全省将新
增“上云”中小企业10万户以上，
5000户以上中小企业“上平台”。

据了解，到2025年，园区产
业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带动湖
南省网络安全相关产业增长超过
2000亿元，龙头企业国际竞争力
显著增强， 核心技术在全国网络
安全产业格局中占主导地位。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陶韬

由《中国经营报》 主办的
2019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日前
在北京举行。太平人寿坚持创新
扶贫和精准扶贫，以卓越表现荣
获2019中经公益“鼎兴奖”。

“鼎兴奖”聚焦在公益领域
有卓越贡献和成就的金融企
业。作为央企成员公司，太平人
寿始终牢记“国家所需、太平所
向”，大力开展扶贫工作。

在结对帮扶的内蒙古察右
中旗土城子乡， 太平人寿多次
开展实地调研，捐资用于“文明
奖励超市”、恒温库建设。通过
创新项目和产业扶贫， 帮助贫
困群众从根源上实现脱贫。

太平人寿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在广西北海、防城港、玉林
市落地实施“大病保险精准扶
贫”，为广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提供大病及医疗保障， 有效避
免当地家庭因病致贫、 因病返
贫的状况出现。

■彭莹 经济信息

近日，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2019中
国企业500强”榜单，中国银行
以8447.9亿元营业收入位列
第十。

该榜单自2002年起每年
发布， 主要依据为营业收入。
数据显示，今年“中国企业500
强”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达
79.1万亿元 ， 较上年增长
11.14%。大企业群体向产业
链中高端持续迈进， 金融行
业企业净增8家， 服务实体

经济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更
加完善。

中国银行是我国全球化、
综合化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
连续31年入选《财富》500强、
《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
等重要榜单 。 近日发布的
2019年上半年经营业绩显
示，中行各项改革发展迈上新
台阶， 经营业绩保持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实现税后利润
1214亿元，同比增长5.08%。

■李行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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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了，醴陵市官庄镇的
老蔡准备换掉家里的电视机。
他网购了一台电视机，“邻居
推荐说4K电视画面相当清
楚。”11月京东“好物节”期间，
我省累计下单金额同比涨幅
居全国第九； 天猫“双11”活
动，湖南交易额在全国省份中
排第十一位。

不难看出，随着收入的增
加， 我省居民更愿意花钱了，
农村居民尤甚。省统计局发布
的数据也显示， 前三季度，湖
南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4555元，同比增长8.6%，其中
农村居民支出增速高于城镇
居民3个百分点。

作为GDP增长的“三驾马
车”之一，消费对湖南GDP实
现稳健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今年前三季度，湖南GDP总量
达27981.2亿元， 位居全国第
八；同比增长7.8%，增速居全
国第六。“消费对湖南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省
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的背景下， 我省提速发展网
络、定制、智能等新兴消费，
积极推行绿色、循环、共享消
费，增强了消费拉动力。前11
个月，全省累计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5489.79亿元，增
长10.2%。

19532元！前三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7%，拉动消费

消费对湖南经济增长贡献率超50%

根据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数据，前三季度，全省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532元，同比增长9.7%。而且，城乡居
民增收均跑出“加速度”。居民购买力提高了，消费水平水涨
船高。今年来，我省消费市场稳中有升，增速全国领先。

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湖南GDP总量达27981.2亿元，位居全国第八；GDP同比增
长7.8%，增速居全国第六。毫不夸张地说，消费为我省GDP
实现稳健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记者 李成辉

11月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661.75
亿元， 同比增长11%，
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8
个百分点。

全省限额以上住宿
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实现
零售额23.30亿元，同
比增长4.4%， 比上年
同期高2.4个百分点。
其中，正餐增长4.2%，
快餐增长26.7%。

全省限额以上批发
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
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 类 商 品 同 比 增 长
26.9%， 新能源汽车
商品增长135.1%。

之十

冬日萧瑟。12月24日，常
德市临澧县佘市桥镇蒋家坪
村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漫步村内，古色古香的精品民
宿、现代化的生态蔬菜园不时
可见。今年49岁的村民胡立新
在自家大棚里忙碌着。精准扶
贫政策到来后，生活困难的他
搞起了大棚蔬菜种植。 现在，
他每年收入有4万元左右。

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全
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532
元，同比增长9.7%。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403
元，同比增长8.6%，增幅比上
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91

元，同比增长9.1%，增幅比上
年同期高0.1个百分点。

稳就业、降税费、脱贫攻
坚、提高保障是我省居民增收
的“四大法宝”。“放管服”改革
深化，尤其是减税降费卓有成
效。前三季度，我省城镇居民
人均一二三产业经营净收入
分别同比增长19.7%、8.9%和
10%；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同
比增长11.3%，在各大项收入
中增长最快。据悉，今年省财
政安排扶贫专项资金增幅超
过19%，支持和引导农村贫困
人口就业创业，全省农村居民
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明
显提高。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

收入增加了，花钱更痛快了

全国第二个
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落户长沙
今年底湖南网络安全产业规模有望破百亿

中行排名“中国企业500强”第十位

湖南拟上市公司扩容提速
本月新增5家上市辅导企业

太平人寿荣获
2019中经公益“鼎兴奖”

城乡居民增收同时跑出“加速度”，消费增速全国领先。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