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何国庆

说起植物油，“盈成”是个响当当的品牌。 它的生产
商———盈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已成为我省最大的食用
植物油生产企业， 也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菜、 棉籽共线
加工企业。 谁曾想到， 5年前这家企业因为资金问题，
一度陷入亏损的境地。

盈成公司是一家集食用植物油和优质植物蛋白加
工、 科研、 贸易、 仓储物流及油料作物种植于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 2008年初， 由于国际金融风暴和国外
资本恶意操纵， 以及气候剧烈变化等自然因素影响，
我国食用油行业陷入市场低迷、 整体亏损的困境。 盈
成公司也未能幸免： 资金链趋紧， 资产负债率高达
86%， 扣除国家财政补贴后， 处于亏损状态。

万般无奈之下， 盈成公司向省财政厅求援， 递交
了要求给予2000万元财政补贴申请。 时任省财政厅厅
长、 现任副省长李友志审阅文件后， 转签给湖南高新
创投集团， 要求根据市场化原则， 从股权投资的角度
对该项目进行全面考量。

经过将近1个月的详细调研， 湖南高新创投集团
高层认识到， 如果让食用油脂企业自生自灭， 将危及
国家食用油安全体系； 同时发现， 以菜籽油为代表的
食用油产业蕴藏巨大投资机会。 于是果断出手， 斥资
3000万元， 并引导省内外4家投资公司近亿元股权资
金以及银行贷款1.5亿余元进入。

巨额资金以及管理资源的及时注入， 使盈成公司
迅速扭亏为盈， 效益倍增。 短短几年， 该公司注册资
本由5580万增加到1.43亿元， 资产规模由5.7亿增加到
14.3亿元， 销售规模由每年5亿元扩大到目前的20余亿
元。 2011年12月， 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战略部署， 盈
成公司联合省内多家油脂企业牵头组建湖南省油脂集
团。

审视盈成公司的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 创业投资
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业态， 具备许多传统金融方式无
法比拟的优势， 正逐步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初创
型、 创新型企业的中坚力量。

故事

“盈成”蜕变

长株潭高新区的“洼地效用”，
让这里成为了高新技术孕育、 转化的
天堂、 海内外才俊大显身手的福地，
也是众多金融机构大显身手的一片乐
土。

长沙高新区是全国首批16个国家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园区之一。 这里
注册或服务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中介
机构达300多家， 其中在园区内注册
的投资机构就超过100家， 注册资金
达300多亿元。 银行、 证券、 保险、
基金、 信托、 期货、 租赁、 保理、 财
务公司和服务外包等多层次、 多样
化、 开放性金融机构体系， 已在这里
形成。

株洲高新区是全市金融机构最为
集中的地区。 18家银行， 3家小额贷
款公司， 5家担保公司落户园区。 据
不完全统计， 2012年全年各金融机构

对园区中小企业融资余额为42.73亿
元。

湘潭高新区金融机构共9家， 金
融中介服务机构有8家。 其中2家创业
投资机构注册资金达17300万元， 3家
担保公司注册资金5.2亿元。

如此众多的金融机构， 纷至沓
来， 在高新区安营扎寨， 这是科技创
新的魅力， 也是金融与科技结合带来
的巨大诱惑。

近年来， 园区科技与金融结合动
作频频， 相得益彰。 金融创新彰显出
“四两拨千斤” 的力量。

从设立了科技金融结合专项， 到
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从推进
企业股份改制， 到开展科技保险试
点， 以财政科技投入为杠杆， 撬动了
多元化科技投融资整体有机联动的格
局已开始形成。

何国庆

设立科技支行，成立天使
基金， 开展科技保险试点，推
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长
株潭高新技术产业区大胆探
索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新途径，
风生水起 ，亮点纷呈 。科技与
金融携手，为科技产业展翅腾
飞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也成就
了高新区今天的辉煌。

俗话说 ，“一文钱难倒英
雄汉”。 科技创新和成果产业
化面临的一大瓶颈就是“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缺钱”让
不少科技型中小企业举步维
艰，愁云紧锁。

其实，“缺钱”的另一面却

是，充裕的民间资本找不到合
适的投资项目，实力雄厚的金
融资本也在苦苦寻求新的增
长空间 。资本市场 “不差钱 ”，
中小型科技企业却不受 “待
见”， 这并不是中小型科技企
业本身缺乏“魅力”，也不赖金
融机构“门槛高”，问题还是出
在科技与金融对接的文章没
“做”到位。

纵观世界历次产业革命，
都是源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
创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
融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两者
不仅 “门当户对 ”，且是 “郎情
妾意”。 科技创新和产业化需
要金融支持，同时也为金融发
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互难

以割舍。
如何让科技与金融这对

“有情人” 能很好地结合在一
起，实现互惠共荣，需要智慧，
更需要创新。特别是金融机构
要有眼光和胆魄，敏锐地发现
科技企业创新成果、发明专利
等 “轻资产” 的潜在价值，在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时就及时
介入 ，在企业最需要时 “雪中
送炭”。 政府部门更要营造良
好的政策环境，做好牵线搭桥
的工作 ， 提供周到细致的服
务。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实
现新的跨越，“撮合”科技与金
融“有情人”走到一起，一定是
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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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资本引擎
———“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成因探秘·金融篇

创业投资
在科技金融市
场的地位和作
用如何？ 湖南
创业投资将在
哪些领域重点
发力 ， 助推高
新技术产业蓬
勃发展？ 政府
性创业投资机
构又该如何发
挥国有资本的
引导和放大功
能？ 8月13日，
湖南高新创业
投资集团董事
长黄明接受了
记者的专访。

“创业投
资作为投融资体系中的一种创新模式， 具有独具一格
的运作方式和价值评判体系， 能很好对接中小型科技
企业的融资需求。 它的出现， 极大缓解了“轻资产”
类新兴产业的融资困境， 有力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产业
化。” 作为省政府批准成立的全省首家国有独资创业
投资机构的“掌门人”， 黄明长期与科技界和科技企业
打交道， 对创业投资在科技金融中的特殊作用有着切
身感受。

2007年， 他受命组建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 在
短短5年多时间， 将一家注册资本5亿元、 仅以自有资
本开展投资业务的创投机构， 打造成为注册资本20亿
元、 年直接投资过9亿， 联合基金年投资额近30亿元，
管理和参与管理基金总规模近200亿元的综合性投资
集团。

黄明说， 创业投资是创新财政支持企业发展的最
佳方式。 与传统的财政“直接给钱” 的方式相比， 创
业投资更加充满活力， 效益更高。 通过创投机构对财
政资金进行市场化运作， 能实现财政资金与创业投资
的良性互动， 既有利于发挥国有资本的引导放大功
能， 又有助于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对企业而言，
创业投资能带来除资金以外的更多增值服务。

“创业投资是一项智慧的事业， 需要我们具备一
双发现价值的慧眼和培育价值、 实现价值的韧劲。” 谈
到如何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刀刃上， 实现对企业的
扶优扶强， 黄明强调， 选准项目很重要。 应更多关注
国家引导和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推进传统产
业的转型升级和优势产业的培育壮大。 高新创投成立
5年多来， 紧扣省委、 省政府的战略部署， 在我省的
先进制造、 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 电子信息等高新技
术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累计投资项目48个， 支持
2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

面对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 黄明表
示， 高新创投不仅要着力壮大自身实力， 为尽可能多
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还要“借力发力”， 吸引更多省
外投资机构进入湖南， 共同搭建创投与金融、 证券三
位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平台， 形成对科技企业
梯度推进的投资格局和功能完整的创业投资产业链。

本报记者 何国庆

8月中旬，省科技厅正式启动湘潭矿山装备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平台以促进科技金融结合为重点，建设集“投、保、
贷、补、扶”于一体的科技金融服务中心，设立总额2000万元的担保风险补偿基金。

省科技厅条财处副处长向兵表示，这一平台的建设标志着我省科技金融结合范围进一步扩展，对于湘潭科技型中小企业无异于
一场金融“及时雨”。

将有限的财政资金
用到刀刃上
———访湖南高新创业投资

集团董事长黄明

短评 让“有情人”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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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洼地， 金融创新的乐土 “天使”眷顾，“婴幼”企业有“护佑”
科技创新和成果产业化的种子期、

初创期， 最需要资本的眷顾， 如同婴幼
儿时期的孩子需要奶水哺育一样。

2012年3月， 长沙高新区以“天使”
之名， 发起设立了湖南省首支旨在为种
子期、 初创期的中小科技企业“输血”
的基金。 “天使” 不恋“大户人家”， 只
钟情投资销售收入不超过2500万元的创
新创业企业。

天使基金注册资金1.5亿元， 高新区
出资20%， 其余资金向社会募集。 基金
运作期满如有盈利， 高新区出资所享部
分收益的50%让渡给其他社会出资人；
基金运作期满如果发生亏损， 由高新区
的出资首先承担亏损； 运作期满因盈利
分配各合伙人上缴的所得税， 高新区实
得部分100%返还。

天使基金由民间基金管理公司管
理， 建立利益绑定机制和高新区补偿认
定机制， 实行市场化运作。 今年， 天使
基金还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阶段参股2500万元， 目前1.26亿
元募集资金已到位， 已完成对5家初创
科技型企业2143.5万元投资。

湖南星联顶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节能照明电器研发、 生产
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成立只有短短两
年时间。 为筹集发展资金， 公司方求助
未果。 湖南省麓谷天使投资基金成立
后， 长沙高新区牵线搭桥， 基金短期内
对其首批给予了200万元的投资， 同时
引导科技支行贷款200万元。 有了“天
使” 的“护佑”， 公司销售额直线上升，
有望从去年的50万元增加到500万元。

推进企业股份改制工作， 从债权融
资和股权融资两个方面提高企业的融资
能力，培育上市后备资源。这是长株潭高
新区科技金融结合的重要着力点。

“企业要股改，园区扶一把”。长沙高
新区对以上市和新三板挂牌为目的完成
股份改制的企业每家有100万元的资助；
对企业股份改制过程中，因审计、评估调
账需要，企业历年积累的未分配利润、资
产评估增值等转增资本金涉及所得税征
收的， 按高新区实得部分予以全部或部
分返还；对重点拟上市、挂牌企业，高新
区在购地、 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优先支
持。

目前长沙高新区上市公司32家（境
内上市26家，境外上市6家），超过全省总
数的40%，还有20多家拟上市企业。以到
场外市场挂牌为目标进行股份改制的企
业达到72家，完成内核21家，完成股改31
家，数量在全国高新区中名列前茅。

湘潭、 株洲高新区企业进入资本市
场的步伐也在提速：“新三板” 上市培育，
也列入了湘潭高新区科技金融的重点，
现在园区列入重点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
企业达到11家，4家企业完成股改。 株洲
更是制定了“4215”计划，在5年内重点培
育40家拟上市企业， 帮助其中20家完成
股份制改造，10家通过券商内核，5家挂
牌上市（包含股份代办转让系统挂牌）。

资本引擎的澎湃动力， 让不少企业
“如有神助”。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生物医药类企业， 注册资本8100
万元，总资产近4亿元。2009年，在长沙高
新区经发局（金融办）的推荐下，决定开始
筹备进入“新三板”。不到2个月便完成了
挂牌前期工作。通过推进“新三板”，方盛
制药完善了内部治理结构， 提升了知名
度，银行、投资机构慕名而来。目前，方盛
制药已向证监会递交创业板申报材料，
并在高新区购地104亩筹建新基地。

湖南源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计算机软硬件、 数码产品的
研发、 制造为主的企业， 手握11项
专利。 但资金缺乏一直让公司头疼不
已。 2012年3月， 在流动资金窘迫，
公司面临失去一笔大订单的时候， 园
区的一家科技银行， 为其提供了500
万元无抵押扶持贷款。 当年公司销售
额从3000余万元增长至 5000余万
元， 营业利润也从300多万元增长至
500多万元。

让“源科” 渡过难关并实现飞跃
的这家科技银行就是长沙银行科技
支行。 2011年10月， 在长沙麓谷高
新区成立， 成为湖南首家科技银行。
随后， 浦发银行、 建设银行也将科技
支行的招牌挂到了长沙高新区。

金融机构接踵设立专门的科技
支行， 看中的是长沙高新区“政策诚
意”。 他们给入园的每家科技支行设

立2000万元的风险补偿基金， 为其
向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贷款承担70%的信贷风
险。

长期以来， 只有技术、 专利等
“轻资产” 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要从银
行贷款十分困难。 有了科技支行， 中
小型科技企业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科
技支行不仅降低了贷款风险容忍度，
简化审贷流程， 提高审贷效率， 真正
降低对科技企业的贷款门槛， 还为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制了一系列
金融创新产品。 如“三板易” 、
“项目易”、 “投贷易” 等一系列无需
企业提供抵押、 担保方式的创新产
品。

长沙高新区科技支行成立至今，
已对园区内160多家小微企业贷款
3.54亿元， 其中贷款额100万元以下
的企业达60家。

本报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张琦

黄明 通讯员 摄

长沙市麓谷高新区全景。 2011年10月， 湖南首家科技银行———长沙银行科技支行在这里成立。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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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资本市场， 感受“澎湃动力”4. 进入资本市场， 感受“澎湃动力”

2010年12月23日，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
挂牌交易。收盘时报16.18港元，全日涨幅超过8%，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右
二）对股价十分满意，相信公司股价在今后会继续有好的表现。中联重科因这一
跨越，成为我省第一家“A+H”公司、我省融资规模最大的企业。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