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阴办发〔2018〕11 号

中共湘阴县委办公室
湘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湘阴县2018年重点企业帮促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党委、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拟设），

工业园区、金龙新区、漕溪港临港产业新区，横岭湖（青山岛）

省级自然保护区、鹅形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县直及驻县各单位：

《湘阴县 2018 年重点企业帮促方案》已经县委、县政府研

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湘阴县委办公室 湘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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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县 2018 年重点企业帮促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工业强县”战略部署，切实

加强重点企业帮促力度，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根据《关于

促进工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7-2021）》（湘阴发〔2017〕2

号）相关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抓手，按照

“政府引导、政策支撑、要素保障、重点突破”的原则，对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税收贡献大、发展潜力优、带动能力强、党建工

作基础较好的重点企业开展联手帮促行动，促进重点企业成为龙

头企业，龙头企业带动主导产业升级发展，推动我县工业经济快

速增长。

二、帮促目标

在全县范围内遴选 20 家重点民营企业（见附件），通过帮促

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品牌影响、管理水平，实现规模工业

总产值增长 10%以上，税收增长 15%以上，企业党组织全覆盖。

三、工作重点

（一）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积极为企业搭建科技服务平台，

引导企业建立工程技术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鼓励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积极进行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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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争创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 1 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或企业

技术中心 2 个，建成研发、检测、孵化等公共服务平台 3 个以上。

（二）支持企业品牌建设。鼓励支持企业加大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名牌产品、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湖南省著名商标、湖南省名

牌产品和马德里国际商标等品牌的创建力度，力争获“三品一标”

企业 5 个以上。

（三）支持企业拓展市场。帮助符合条件的企业产品列入各

级政府采购目录，做好 20 家重点帮促企业中已进入县级政府采

购目录产品的推广和使用工作，鼓励企业牵头同类型或相关联的

企业抱团采购、互相采购，联合议价定价。

（四）强化企业人才支撑。推进“科技人才十条”政策落地，

鼓励、支持和引导企业引进一批科技创新专业人才。加强产业人

才需求预测，完善人才信息库，建立适用企业需求的就业培训和

劳务用工需求机制，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题。

（五）引导企业创新升级。帮助传统产业利用先进工艺技术

进行技能改造；帮助企业通过老厂改造、内部挖潜以及标准化厂

房建设等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帮助企业建立适用主导产业集约

发展的第三方物流、节能环保、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

务业和研发、设计、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企业应用先

进信息技术，加快智能化、信息化改造，提高企业管理数字化、

网络化、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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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化企业金融支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帮促企

业争取国家、省、市、县各类专项资金支持；帮助企业积极对接

国家关于扶持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政策，推进政银企务实合作，帮

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走向国内主板、创业板和新三板

融资，积极帮助企业创造上市条件。按照县出台的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的金融措施，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七）健全企业党建工作。积极推进企业党建工作，引导企

业负责人主动支持党建工作，优化党组织设置。帮助企业实施“双

培”工程（把生产经营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生产经营

骨干），帮助企业打造成为“双强六好”（发展强、党建强；生

产经营好、企业文化好、劳动关系好、党员队伍好、党组织关系

好、社会评价好）的标杆企业。

（八）强化企业日常工作。指导督促企业及时、真实报送统

计数据，督促企业依法缴纳税收，切实强化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调整湘阴县联手帮促工作领导小组，

由县委常委、统战部长方卫兵任组长，副县长李峰任副组长，县

工信局、工业园区、金龙新区、临港新区、财政局、水务局、发

改局、人社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国税局、地税局、城乡规

划局、环保局、科技局、贸促会、投促局、金融办、政务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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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金龙镇、洋沙湖街道、漕溪港街道等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

人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重点民营企业的帮促、组织、协调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县工信局，由吴铁坚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各园区、帮促单位和相关乡镇（街道）要按照“一

把手负总责、单位作后盾、帮促干部具体抓”的工作责任机制，

强化帮促单位的主体责任和帮促干部的岗位责任。各帮促单位必

须有 1 名副职分管并安排 1 名得力干部参与帮促工作，参与帮促

的干部每月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适当误餐和交通补助。

（二）明确工作任务。由园区、县直有关单位和乡镇（街道）

具体实施帮促，对重点企业建立“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

案、一定三年”对接服务。由县帮促领导小组在充分调研、摸底

基础上，向联点县领导和帮促单位提交“帮促任务交办函”，各

帮促责任单位要根据“帮促任务交办函”要求迅速深入企业调研，

了解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企业帮促工作方案，做到任务细化、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三）加快工作推进。各帮促责任单位要对照任务分工，每

月必须到对口帮促企业走访 2 次以上，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投资

规划、转型升级、党建等工作，掌握企业生产、发展情况，主动

协调服务。并在每月 25 日前向县帮促办报送当月工作情况及下

月工作计划。

（四）化解困难问题。帮促工作的关键在于支持帮助解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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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营发展和企业党建工作开展中的困难问题。各帮促责任

单位要坚持问题“挂号销号”制度，加强工作调度，全面收集企

业反映的困难问题，认真研究、分门别类、挂号交办、督导销号，

对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要立即解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拿

出方案，牵头协调，跟踪推进；对确有政策障碍不能解决的问题

要耐心向企业做好解释工作，提出建议、争取理解。

（五）严格督查考评。县联手帮促工作领导小组要对重点帮

促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帮促工作人员信息交流平台，对不配

合帮促工作的企业和工作不胜任的帮促干部适时进行调整。帮促

办要对帮促工作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半年讲评、年度考核，县

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和县帮促办每月开展不少于 1 次专项督

查，确保工作落实。重点企业帮促工作纳入全县综合绩效考评，

年度评选 5 个优质服务单位、10 名帮促先进个人予以奖励。对

不能如期如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按照基本合格、不合格予以

评定，确保帮促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附件：湘阴县 2018 年重点企业帮促工作责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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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湘阴县 2018 年重点企业帮促工作责任表

序号 所属产业 企业名称 基本情况 联系人
帮 促

县级领导
帮促单位

1 绿色食品 湖南省长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芝麻油、植物油等调味品，2017 年实缴税金 684

万元。
谭迪武 周义军 农业局

2 绿色装备制造 湘阴县兴科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各类电力变压器，发展前景好的企业。 任国斌 李爱佳 电力局

3 绿色装备制造 湖南奇思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各类型管道疏通车、清淤车、淤泥运输车等环保疏

通车，刚建成投产，发展前景好的企业。
曾荔芳 林恒求 城管执法局

4 新材料与电子信息 湖南宏耀工业有限公司 生产移动铁通、LED路灯，2017年实缴税金545万元。 钟光耀 方卫兵 交通运输局

5 新材料与电子信息 湖南大科激光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11日注册成立主营业务是激光产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注册资本2000万元，发展前景好的企业。
郭少锋 肖 华 工信局

6 绿色食品 湖南义丰祥实业有限公司
生产实用油、芝麻油等实用植物油及调味品，年生产

能力达 10 万吨。
余雪光 吴志辉 商务粮食局

7 新材料 苏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汽车配套材料，刚建成投产，发展前景好的企业。 陈志满 张亚玲 发改局

8 绿色装备制造 湖南信达电梯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电梯及智能车库，2017 年实缴税金 265 万元,发

展前景好的企业。
陈 梅 蔡 炜 金融办

9 绿色建筑建材 湖南百信重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钢结构型材，2017 年实缴税金 457 万元。 旷泽红 刘海棠 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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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产业 企业名称 基本情况 联系人
帮 促

县级领导
帮促单位

10 新材料 中科孚迪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润滑油系列，2018 年已正式投产，发展前景好的

企业。
祁有凯 李军良 科 协

11 新材料 湖南民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金属粉末冶金注射成型工艺生产金属零部件，发

展前景好的企业。
钱介文 蒋世杰 科技局

12 绿色装备制造 金诺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消防通风设备产品，高温消防排烟风机、防火阀、

排烟阀等设备，2018年税收将达300万元。
罗 爽 范 征 消防大队

13 绿色装备制造 湖南地生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各类立体车库设备，2017 年实缴税金 565 万元。 唐振宇 余建新 城乡规划局

14 绿色建筑建材 湖南蓝天豚硅藻泥有限公司
生产硅藻泥产品，2017 年实缴税金 58 万元，发展前

景好的企业。
黄 浪 刘映球 人防办

15 绿色食品 湖南善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生物科技研发为主，主要生产保健品，产值 2000万

元，2017年实缴税金73.75万元，发展前景好的企业。
李育文 方腊初

食品药品工

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16 绿色装备制造 湖南凯特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各型号变压器及成套电气设备，2017 年实缴税金

102 万元，发展前景好的企业。
张四新 李 峰 财政局

17 绿色装备制造 湖南铂固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各型号螺栓、铆钉等标准件，2017 年实缴税金

132 万元，发展前景好的企业。
叶振宇 甘文伟 农机局

18 绿色装备制造 湖南众钧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机械产品及橡胶制品，2017年实缴税金134万元，

发展前景好的企业。
董 鸣 陶 娜 环保局

19 绿色建筑建材 湖南省金为型材有限公司
生产栏护窗、防护栅栏、钢质防火玻璃幕墙门窗，2017年

实缴税金273万元,科技含量高，目前授权有效专利320件。
何典钧 汤 静 房产局

20 新材料 湖南西姆西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各类焊丝、焊材，2017 年实缴税金 300 万元。 刘业亮 甘 政 公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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