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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实践

本报记者 胡宇芬 左丹

4月1日下午， 长沙高新区金融证券办
主任罗缅顺去了趟税务局。 园区一家即将
到“新三板”挂牌的科技型企业在改制过程
中还存在着税务方面的遗留问题， 需要协
商处理。 今年初，“新三板”向全国扩容后的
首批挂牌企业中， 长沙高新区占了6席，园
区管委会向这些跨入资本市场的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每家发放了100万元专项资助。

“高新区6000多家企业中，大部分为初
创期、轻资产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经常遭
遇融资难、融资贵。 ”罗缅顺告诉记者，2011
年长沙高新区获批全国首批促进科技和金
融结合试点地区后，省、市及高新区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政策，主要涉及融资担保、银行
信贷、上市（挂牌）、创业投资、债券融资、科
技保险等方面， 吸引聚集了一大批投融资
机构，拓展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

“6岁”的湖南超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试点后的一个幸运儿。 在抵押物不足
值的情况下， 获得了380万元银行贷款支
持。 今年初，受益于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

“超弦”，成功登陆“新三板”。
抵押物不足值的超弦公司， 为何能获

得银行贷款380万元？ 银行不担心还不起
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浦发银行长沙麓谷科
技支行相关人员说：“虽抵押物不足值，但
超弦公司所处的行业和自身成长性都不
错，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而且长沙高新区管
委会出资2000万元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
风险补偿基金，同时通过与风投、担保公司
等的紧密合作，降低了银行贷款风险，较好
地解决了成长型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像同一批挂牌‘新三板’的凯德自控技术长
沙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支行给予其授信
1500万元； 对湖南斯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则发放了100万元纯信用贷款。 ”

据了解， 截至目前该行纳入高新区风
险补偿金范围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客户超过
90户，贷款余额2亿多元，从未出现过坏账。

让科技和金融牵手， 财政资金的引导
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长沙高新区管
委会每年拿出5000万元设立科技和金融结
合专项资金， 通过财政奖励、 贷款贴息、
项目补助、 权益让渡和风险代偿等方式，
对高新区投融资机构、 公共服务平台、 中
小微企业和股权投资类企业提供政策支
持。 同时， 管委会相继出资近3亿元设立
或参股设立了引导基金、 人才基金、 麓谷
创投等， 已累计为园区1700多家企业开展

了投融资服务， 实现投融资总额44亿多
元。 其中仅科技银行一项， 4000万元的财
政资金引导， 带动了银行给科技型企业4
个亿的贷款。

让科技和金融牵手， 离不开金融产品
的创新。 “统贷统还” 批发信贷、 “抱团
取暖”合作增信、天使基金呵护“种子”……
特别是去年长沙高新区获批成为全省惟一
的科技保险试点园区后， 重点推广了关键
研发设备保险、 产品责任保险等6大险种。

其中， 争取省财政专项补贴资
金278万元， 由园区管委会按
1∶1比例配套支持了109家高新
技术企业的关键研发人员和高
层次人才779人购买2年期的团
体健康保险。

在长沙高新区， 去年底启
用的科技金融大厦， 已经进驻
了长沙市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
心、 湖南技术产权交易所等四
大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 漫
步大厦三楼， 金融超市成为企
业和投融资机构的接头地， 全
景网网上路演室为新股发行人
与投资者之间建立实时、 开放
和互动的交流。 “这是继天津、
重庆之后， 全国第三个可实现
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各类金融机
构‘一站式’ 高效对接的综合
性专业化大平台。” 省科技厅条
财处处长卿涧波告诉记者。

据统计， 目前在长沙高新
区注册或服务的银行、 证券、
保险等投融资机构达300多家，

注册投资基金达230多亿元， 累计为企业
融资100多亿元。

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好做法， 何时
能大步走出长沙高新区？ 卿涧波介绍， 近
3年来， 省本级以及长株潭3个高新区累计
投入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约4.6亿元， 用于推
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
等。 下一步将以我省推进长株潭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 将长株潭高新区
打造成我省乃至全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
展服务示范区。

■意见摘要

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融资， 加大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奖励力度，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
主体。

———摘自《中共湖南省委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实施意见》

■专家评说

协同推进科技
和金融结合
省科技厅副厅长 贺修铭

实施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促进科技资源与金
融资源的有效对接，是当前中央破解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题、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
举措，也是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多层次
多渠道科技投融资体系的客观要求。

长沙高新区自启动科技金融结合试点以来，通
过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 引导成立了科技支行、
创投基金、天使基金、人才基金、统贷统还平台等一
大批服务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机构与基金，建成
了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一站式”高效对接的综合
性平台，出台了贷款贴息、风险补偿、上市奖励等一
系列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科技和金融结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
职能部门与市场微观主体的共同参与、 协同推进。
省科技厅将会同“一行三局”等职能部门，全力推进
我省科技和金融结合工作，将长沙高新区的试点经
验向株洲、湘潭等高新区辐射转移，鼓励开展风险
补偿、创投引导、专利权质押贷款、履约贷款保证保
险、 企业合作增信等各种形式的科技金融试点工
作，为技术创新打开融资大门，形成我省经济发展
多点支撑的局面。

■相关链接
近年来，我省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

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创新型湖南建设的实施意
见》、《湖南省科技保险工作试点方案 （试行）》、《关
于促进湖南省专利权质押贷款工作的意见》 等文
件，有效优化了科技金融政策环境。

启动建设了湖南省科技成果数据库、湖南省科
技金融网和全省技术产权交易平台。 省层面与7家
商业银行签订了《科技与金融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高效、
便捷、优质、全面的服务。

融资难、融资贵，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之痛。4.6亿元财政资金引导，促进科
技金融结合在长沙高新区拉开试点，并向湘潭、株洲高新区辐射———

技术创新敲开“融资门”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上接1版①)
像胡丙炎这样的人， 在望城， 不是

几个， 而是一批。 正是有了一批这样的
热心人和带头人， 望城才扛回了全省第
一的桂冠。

一个组浓缩了一种氛围
银孔围变美了， 胡丙炎虽然是带头

人， 却不是他一个人干出来的。
2月24日晚， 春雨淅沥， 银孔围组

村民齐聚在党小组长张成益家中， 就着
温馨的农家灯火， 召开美化环境筹资筹
劳大会。 老组长胡丙炎向大家描绘出

“栽花种果树、 整治净化山塘、 规范标
准菜地、 提质美化庭院” 的规划建设蓝
图后， 带头捐款1万元， 并贡献出自家
培育的2万株花苗： “谁想种植， 都可
以来我家领。”

“这是好事呀， 一定要支持！” 83
岁的老地下党员钟庆祥拄着拐杖， 颤颤
巍巍地从怀里掏出1000元积蓄。 台下本
来议论纷纷， 看到党员干部们动真格，
村民的质疑犹豫变成了坚定：

“我出2000元！”
“我出3000元！”
“我家出10个义务工！”

……
全场沸腾了。
坐在角落的李友良是村上有名的困

难户， 生活来源和两个孩子的学费全靠
捡废品维持。 李友良悄悄地走出会场，
回来时， 将一个大布袋放在筹资台上，
打开后， 村民们都怔住了———满满一袋
子钱， 50元一张的,20元、 10元一张的，
更多的是几块甚至几毛的！ 全场掌声雷
动。

半小时的会议筹集了15.2万元资金
和近300个义务工的无偿劳动。

如今， 在环境卫生上， 银孔围有3
句响亮的口号： 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的
地盘我维护。 有人想摘一朵花， 不准；
有人踩到路边花草， 会被指责； 有人乱
丢乱扔， 不仅招来批评， 还可能受罚。

这种氛围在望城大地弥漫着， 延伸
到各个乡镇、 村落和街道社区。 全区比
学赶超， 如满园的鲜花争奇斗艳： 秀丽
的湘江两岸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区和全省
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示范区， 东城等
一批乡镇成功跻身“全国环境优美乡
镇” 行列， 白箬铺镇光明村、 金峙村等
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乡村。 全省第一的
桂冠， 是氛围的强大磁力吸引来的。

一套制度彰显了一种活力
作为新建制城区， 从大的范围上

说， 望城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如何建
设好城乡结合部， 是中国城镇化的一大
难题。 弄得不好， 有城镇之乱， 无乡村
之美； 建得好， 有城市之繁荣， 有田园
之风光， 那才是理想的城乡一体。

望城撤县建区之初， 区委、 区政府
便确定了建设“大公园、 大花园、 大观
园” 的理念。 这个理念饱含着如何处理
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辩证法。 既要
搞建设， 又要保护自然、 保护环境， 虽
然很难， 但往往越难， 越能催生出创造
发明。

“不拆屋、 不砍树、 不推山、 不填
水、 不拨款，” 这是望城人民的创造。

伴随着这个创造的推行， 3年来，
全区共栽植树木82万株， 一个个古镇、
古窑、 古寺、 古街被整理出炉， 一条条
整洁绿化道路、 一座座精美庭院魅力绽
放， 还梳理出都市区、 中心镇和村庄

“三位一体” 的发展脉络， 营造出“城
区绿美相融、 城郊绿林环绕、 城外绿海
田园” 的全域生态景观。

“自主建设、 自主管理、 自主服

务，” 这是望城人民的发明。
伴随着这个发明的传播， 望城区在

全省率先成立了百姓城管志愿者协会，
近10万志愿者每周五上街参与义务清
扫、 交通文明劝导等志愿活动， 全区
500多个单位和4万农户踊跃投身美丽校
园、 美丽小区、 美丽集镇、 美丽村落、
美丽庭院等“十美” 创建活动， 丰富的
活动形式充分调动起居民的积极性、 主
动性， 使得“人民城市人民管” 的理念
童叟皆知、 深入人心。

环境美了， 人的心灵更美。 在望
城， 许多村民家门口都有一块“邻里互
助帮扶” 木牌， 这是帮扶结对的标识。

“这里没有城里人‘猫眼看人’ 的毛病，
邻里都是互帮互助， 细伢子在外面玩
耍， 谁家里饭做好了， 就去谁家蹭饭；
大人有事， 就将孩子托付给邻居照看；
夫妻吵架， 邻居都会主动过来劝架调
解。 大家就像一家人。” 银孔围村民朱
大妈的话语中流露出满满的幸福。

如今的望城， 天更蓝、 云更白、 水
更清、 城更靓、 生活更美好， “身在望
城， 不辨城乡”， 一座“处处为景、 步
步皆画” 的现代化公园式城区正渐行渐
近。

(紧接1版②)9日起，省内新一轮降水自西向东逐渐发展，降
水主要集中在9日晚至11日，湘北、湘西北雨势较大，局部
地区有大到暴雨，湘南以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为主。

气象专家建议广大农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需防范10
至11日较强降水过程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中稻
播种的不利影响；及时关注后期天气过程，可在12日或以
后选择晴好天气再播种中稻， 以避开11日前后的降水时
段；对已播种早稻秧苗也需加强管理，选择较好天气适龄移
栽。

本报4月8日讯 （李文峰 郭畅达 颜常青） 近日， 南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西安航空基地管委会、 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西安签订合作协议， 三方将携手
打造“中国南车陕西产业基地”， 以现代工业文明特征的
现代综合交通装备研制， 牵引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现代综合
交通装备产业发展。

“南车株机” 董事长、 总经理周清和向记者介绍， 该
项目总投资20亿元， 项目选址在西安航空基地二期区域，
计划于今年6月启动建设， 重点打造“现代综合交通装备
研制、 维保和工程总承包” 为一体的专业化、 集群化生产
基地， 到2015年正式投产后， 年产值有望达50亿元。

“南车株机”
入驻西安航空基地

制图/李妍

� � ●目前在长沙高新区注册或服务的银行、证券、保险

等投融资机构达300多家，累计为企业融资100多亿元。

●长沙高新区管委会每年拿出5000万元设立科技

和金融结合专项资金。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