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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湖北累计实施技术改造项目1.16万个、完成投资1.2万亿元。

●1—11月湖北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8%，增速居全国第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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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重点工作

2019年，湖北经信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工信部和省委省政
府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
树立新发展理念，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落实落细“一芯两带三区”区域和产业发展
布局，围绕“改旧、育新、搞活、增绿”做文章、加
力度，湖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1—11月全省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7.8%，增速居全国第7位。

（一）锲而不舍“改旧”，传统产业焕发新活
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
神，着力推动工业转方式、优结构。抓技改转
型。紧扣稳住基本盘和“老树发新芽”，滚动实
施“万企万亿技改工程”，近三年累计实施技术
改造项目1.16万个、完成投资1.2万亿元。抓

“关改搬转”，坚持治污与升级两手抓，扎实推
进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攻坚战，促进搬高搬
强搬绿。建立省市协同推进机制，目前已完成
196家。抓“三化改造”，突出汽车、食品、石化、
纺织等传统支柱产业，实施“机器换人、设备换
芯、生产换线”。近年来，全省1100余家企业实
施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两化融合试
点示范企业超过1000家，建成一批虹信等5G
智慧工厂、美的等无人车间、劲酒等智能产
线。今年在我省第一大产业汽车产销下滑的
情况下，1—11月全省制造业规上增加值仍增
长8%，同比加快1.2个百分点，建材、化工、食品
等传统产业均保持同比加快态势。

（二）持之以恒“育新”，新兴产业释放新
动能。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关于加快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指示，着力推动
工业提能级、换动能。重构新版图。落实“一

芯两带三区”区域和产业发展布局，制定发
布全省产业地图，全景式、可视化呈现湖北
总体产业格局、十大重点产业布局、百家产
业集群分布，推动市县协调发展、错位发
展。打造新集群，围绕四大国家级产业基地
和十大重点产业，实施补链、强链、延链行
动。全方位服务总投资超过3500亿元的长
江存储及华星光电、天马、京东方“一芯片三
面板”等重大项目，集成电路、显示面板等新
兴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建设新网络，加快
布局5G产业、工业互联网并出台三年行动
计划，目前已建成5G基站1.27万个，新型网
络基础设施进入全国第一方阵。1—10月，
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5%，光电
子器件、显示器等产品增产30%以上。“芯屏
端网”产业链企业近 400 家，产业规模突破
3000亿元。湖北数字经济规模、大数据发展
指数跃居全国第八。

（三）放开手脚“搞活”，营商环境实现新
提升。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中
央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着力
优环境、增活力。围绕惠企政策落实，广宣
传、细督查、严评估，督促“民营经济27条”、
减税降费等政策落实，以政策刚性提升企业
获得感。围绕融资难题破解，省市县三级经
信部门联动，建立重点技改项目清单、帮扶困
难企业库，促进银企精准对接。围绕营商环
境改善，协调推进“3550+100”放管服改革，
做实非公企业投诉服务中心等服务平台，持
续开展民营企业账款清欠行动。围绕市场主

体培育，出台支持隐形冠军企业专项政策，
对“小进规”及“净增规”实施省市县三级奖
补，出台县域经济三年行动计划，激发市场
主体内生活力。截至10月底，全省市场主体
同比增长9.5%，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216家，
新增民营上市公司2家、新三板挂牌4家、区
域性股权市场挂牌242家。

（四）久久为功“增绿”，湖北制造展现
新颜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推
动长江经济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着
力优生态、提颜值。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牵头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处置僵尸企
业，提前两年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三五”淘
汰落后产能任务。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实
行工业能效提升计划，对钢铁、化工等649
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实施节能监察，倒逼
企业节能降耗。推广清洁生产，大力控制
和削减“三废”排放。积极构建循环体系。
制定工业固废利用评价管理办法，推进粉
煤灰、冶炼渣、磷石膏等固废综合利用，开
展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一主两副”列入
全国固废综合利用基地，8个园区列入全国
工业循环经济产业园。推行绿色制造示
范。湖北省企业列入全国绿色工厂26家、
绿色产品8个、绿色供应链4条。培育国家
级绿色制造系统集成企业11家。

2020年工作目标

2020年既是完成脱贫任务和全面建成

小康之年，也是“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谋
划之年，工业经济工作特殊而重大。我们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认真落实“一芯两带三区”区域和产
业发展布局，着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作贡献。主要举措是：

（一）以“稳”为先，抓项目稳投资。坚持
以第一力度抓第一要务，以稳工业增长促“六
稳”工作。一是加强工业项目建设。积极对
接中央逆周期调节等政策和“十四五”规划，
立足“四大产业基地”和“十大重点产业”，谋
划推进“芯屏端网”、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及应急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项目，区块链、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项目，以及5G、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
施项目的建设。二是抓实新一轮技改升级。
制定汽车、食品、化工、纺织等传统产业优化
升级工作方案，加强工业投资和技改项目“三
库”建设，引导企业大力实施“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支持企业加大设备
更新和技改投入。三是抓好工业运行分析调
度。坚持按月“监测、分析、调度、通报”，加强
对重点地区（行业、企业）的精准调度，优化对
重点企业和重大增长点的帮扶服务，努力实
现“开门红”以及汽车、烟草等支柱产业和武
汉等重点地区稳增长。

（二）以“转”为要，强基础补短板。围绕

“一芯两带三区”区域和产业发展布局，抓实
企业创新、工业强基和补链强链、产业集群和
领军企业培育，打好产业“两化”攻坚战。一
是引导支持企业创新。大力建设以企业为主
体、以应用为牵引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
重点支持2个国家级和集成电路、北斗等10
个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对接在鄂高校
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应用。二是抓实工业强
基和补链强链。三是加强产业集群和领军企
业培育。对接“三区协同”等区域发展战略，
结合“一主两副”等中心城市群建设，完善政
策机制，优化产业布局，开展以商招商，打造
一批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隐形冠军企业。

（三）以“服”为本，优环境增活力。一是
抓体制机制。二是抓降本减负。加强企业负
担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企业减负、清
欠以及民营经济“27条”、县域经济“20条”等
政策督促落实力度。三是抓强县培育。加快
21个高质量发展重点县市发展，打造县域经
济“升级版”。

（四）以“融”为径，建网络促融合。加强
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两化”

“两业”融合。一是加快5G建设应用。实施
5G“万站工程”，实现全省地市主城区5G网
络全覆盖。二是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三是加快两化深度融合。推广网络化协同制
造、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型制造。

（五）以“绿”为底，抓加减提颜值。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手做淘汰落后、节能
减排“减法”，一手做循环利用、绿色制造“加
法”，提升制造业绿色发展“颜值”。一是坚持
治污与升级两手抓，全面完成沿江497家化工
企业关改搬转任务。二是严把钢铁、水泥、电
解铝、平板玻璃等产能置换政策关口，严控新
增产能。三是制定我省绿色制造指导意见，组
织开展工业节能监察和固废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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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湖南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

长8.2%，高于全国2.6个百分点。

●1—10月，，湖南规模工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增长6.1%，高于全国1.9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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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上强调“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近年
来，湖南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培育发展20个工
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作为制造强省建设的主要
抓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工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全省工业经济逆市
上扬，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加明显。2019年前
三季度，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GDP
增速0.4个百分点，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40.1%；1—10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
长8.2%，高于全国2.6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
加快1.1个百分点，排名居全国第5位、中部第
2位，同比分别前移9位、2位；规模工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增长 6.1%，高于全国 1.9 个百分
点；实现利润增长3.3%，较全国高6.2个百分
点；工业投资增长18.1%，增速比全国快14.6
个百分点。2020年，湖南将坚决打好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以先进制造
业挺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脊梁。

打造优势集群、壮大新兴产业

增强产业链规模实力

2016年湖南提出重点培育发展20个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以来，通过建立省委省政府
领导同志联系产业链制度，实施搭建一个班
子、开展一项研究、制定一个方案、用好一批
平台“四个一”措施，全省形成了齐心协力抓
产业链的高度共识，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
链取得明显成效，2019年总体规模预计突破1
万亿元。一是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链扩大了中国制造影响，2019长沙国际工程
机械展吸引24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主机企
业、14家世界500强配套件企业参加，2019中
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促成
德国、瑞士、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及全球知名企
业的合作，长沙工程机械、株洲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通过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初赛。二
是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形成以
CPU和操作系统为核心的PK、鲲鹏产业生
态，高端芯片研发设计、IGBT和离子注入机
等高端装备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三是航空航天产业链参与国家“两机”专
项，一批产品进入产业化阶段，一批重点实验
室落地，承担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能力进一
步提升。四是移动互联网、智能驾驶、人工智
能、大数据、超高清视频、5G创新应用、工业
互联网等领域加快形成新的产业链。

在总结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建设经验
的基础上，湖南将动态调整产业链发展方向，
坚定不移抓、精准施策，持续提升产业链整体
实力。一方面，巩固产业链优势，形成一批先
进制造业集群。对入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竞赛初赛的长沙工程机械、株洲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产业集群研究支持措施，全力争取进
入决赛。出台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方案，将
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
源等打造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壮大消费

品工业集群。另一方面，抢抓机遇发展数字
经济，培育一批新兴产业链。瞄准重点方
向，依托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发展5G应用创新，加快
智能网联汽车和超高清视频两大核心应用
场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智能网联汽车和
5G应用产业链。

以创新强动力、以开放增活力

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

湖南围绕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出
台系列政策措施，推进技术创新、项目建设
和精准招商，产业链强链延链补链步伐加
快。一是形成一批“国字号”产业链创新平
台。二是搭建一批引进产业链企业和项目的
展会平台。互联网岳麓峰会、长沙国际工程
机械展、世界计算机大会、中国航天日、网络
安全·智能制造大会、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
造产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成功举办，对外影

响力不断扩大。三是实施一批产业链重大项
目。出台支持航空航天、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政
策，实施投资额1亿元以上的产业链重大项目
200多个，第六代IGBT、高纯碳粉等关键核心
技术实现突破。

2020年，湖南将坚持“以产业比实力、以
项目论英雄”，继续加快产业链创新开放步
伐。一是紧扣技术创新抓项目，继续实施

“100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组织“产业项目
建设年”活动回头看，帮助解决“100个重大产
品创新项目”和制造强省建设重点项目遇到
的困难问题，突破一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产业链创新成果产业化，补齐产业链短
板。二是紧扣开放合作抓项目，推动湖南与
央企合作协议落地实施，建设一批实力雄厚、
竞争力强的产业链项目，促进全省产业结构
调整、产业层次提升、新旧动能转换。三是紧
扣招大引强抓项目，建立全省制造强省重大
项目库并滚动管理，组织产业链精准对接合
作活动，瞄准“三类500强”，培育引进产业链
领军企业和重大项目，持续完善产业链链条。

做强大企业、培育小巨人

形成产业链企业梯队

湖南全面落实中央支持实体经济和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中小企业账款，持续做好企业减负工作，为
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一是领军企业
阵营扩大，华菱集团瞄准世界500强目标冲
刺，三一集团销售额突破千亿大关，全省千亿
企业达到3家。二是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
展，全省小巨人企业新增280家、累计760家，
10家企业入选全国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新增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4个。三是通
过支持创新创业和项目投产培育企业，预计
全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800家左右。

2020 年，湖南将聚焦专精特新方向，梯
度培育大中小企业。做强大企业，通过2—3
年努力，实现每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和优
势产业集群拥有3—5家规模50亿元以上的
领军企业，加快向 100 亿、500 亿台阶迈进。
出台培育小巨人企业的意见，力争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达到1000家以上。继续推进“个
转企、小升规”，2020年再培育1000家以上规
模工业企业。一方面，破除旧动能，为产业链
企业发展培育腾出空间。按照“巩固、增强、
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
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一方面，优化
营商环境，为产业链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
件。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湖南省促进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5 条”等企业减负政策
措施。落实“135”工程升级版的部署，继续创
建国家和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以
优质的园区和平台建设为产业链企业健康发
展保驾护航。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突破
口，继续实施产融合作制造业重点企业名单
制度，对“白名单”企业实施动态管理，开展中
小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落实小微企
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尽最大努力突破
中小企业资金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