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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 中小企业
发展尤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近年来，我
们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
署，加快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大
力推进产融合作， 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对
接资本市场， 努力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
良好的融资环境。

一、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
系。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世界
各国弥补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失灵、 破解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通行做法。一直以来，
我们高度重视， 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体系体系建设。一方面，加强财税政
策引导，鼓励开展中小微企业担保业务。
尊重中小微企业担保业务的准公共产品
属性，加大财政奖补力度，省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每年安排 2.15 亿元用于支
持担保机构，其中 1.15 亿元用于中小企
业担保业务补助，1 亿元用于小微企业
和“三农”担保业务奖励，引导担保机构
聚焦主业、规范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担保额中， 小微企
业业务比重达到 72.3%。与此同时，积极
争取国家财税政策支持， 我省担保机构
在“十二五”期间累计获得国家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补助 2.74 亿元，40 余家
担保机构获得国家免征营业税（现为增
值税）的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加大政府
出资力度， 推动国有资本主导信用担保
体系建设。省级成立了再担保、中小企业
信用、农业信用、文化旅游等担保机构，
14 个市州全部成立资本金过亿的政策
性担保机构。 2015 年省财政又安排 7.6
亿元专项资金，在 76 个县市设立担保办
事处或参股县级担保机构， 实现了政策
性担保机构县市全覆盖。截至 2016 年 6
月，全省担保机构累计为 15.9 万户中小
企业提供担保 3017.6 亿元，现有 216 家
融资性担保机构合计注册资本 286.1 亿
元，其中国有资本比重上升至 41.4%。

二、 努力搭建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
对接合作平台。一是在线上下功夫，不断
完善省中小企业融资超市。 已注册中小
企业用户 8360 家，与 27 家银行和近百
家担保、小贷、股权投资机构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累计服务企业 2 万余次，推送
融资需求 50 亿元，帮助企业成功融资 6
亿元。 此外， 积极创新中小企业融资产
品， 与省农信社合作发行纯信用贷款的

“联名卡”，受到中小企业热捧。二是在线
下做文章，广泛开展投融资对接活动。多
次举办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融资服务
对接合作活动， 为中小企业和银行、担
保、 股权投资等融资服务机构搭建合作

对接平台。去年以来，又将融资服务作为
重要内容纳入中小企业“精准服务进园
区”、“服务对接会”等品牌活动进行统筹
安排，取得了良好效果。三是在机制上求
突破，推动建立信贷风险补偿、应急转贷
等机制。 与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合作，推
动重点县市区和园区建立风险补偿资金
池，开展“助保贷”业务，已建立“助保贷”
平台 49 个，到位政府风险补偿金 2.7 亿
元，累计贷款超 17 亿元。 针对中小企业
短期贷款“过桥”难问题，半数市州设立
了 6000 万元至 2 亿元不等的过桥或转
贷资金， 为企业还旧借新提供低息垫资
服务。如湘潭、常德设立的中小微工业企
业过桥资金， 已累计分别完成转贷金额
15 亿、12 亿元， 郴州市中小企业转贷资
金设立仅 4 个月，就已完成转贷 2 亿元。

三、 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对接多层次
资本市场。针对中小企业的需求和特点，
加强宣传培训，出台政策措施，让更多中
小企业了解资本市场、熟悉直接融资，重
点引导中小企业到“新三板”和湖南股交
所挂牌和融资。 截至目前，我省在“新三
板”挂牌企业 188 家；在湖南股交所挂牌
企业达到 1997 家，累计实现股权、债权
融资 519 亿元， 挂牌企业数量位列全国
37 个区域性股权市场第 8 位。

毋庸讳言， 当前我省中小企业融资
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 这其中既有企业
自身先天不足的问题， 也有金融服务供
给不足的制约， 还有体制机制不健全的
原因。 进一步改善我省中小企业融资环
境，需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建立切合
我省实际的多渠道多层次中小企业融资
服务体系。

一是专注中小企业，完善政策性担
保体系。 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融
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发
〔2015〕43 号）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
快金融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湘发
〔2016〕12 号），理顺体制机制，加快构
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进一步完善
对中小企业担保业务的财政奖补机制，
推动尽快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代偿补
偿机制、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着力提
高融资担保能力，促进担保行业健康发
展。

二是深化产融合作， 推动融资服务
创新。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超市、制
造强省产融对接服务平台， 深入开展投
融资对接活动。 稳步推进“助保贷”等信
贷风险补偿平台建设， 继续支持有条件
的地方设立应急转贷资金， 引导更多中
小企业对接资本市场， 推动开展应收账
款、知识产权、动产质押等融资创新。 按
照工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部
署，共同推进产融合作城市试点。发挥财
政资金引导作用， 强化对中小企业融资
服务的正向激励。

三是提升企业素质， 增强自身融资
能力。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每年推进 200 户以上民营企业完成股
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导中小
企业增强信用意识，提高信用水平。深入
开展中小企业管理升级、中小企业 + 互
联网等专项行动，推动中小企业走“专精
特新”发展之路。 采取有效措施，从苦练
内功入手，全面推进中小企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问企哪得兴如许 为有金融活水来
———我省加快构建多渠道多层次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十二五”期间，按照党中央关于“两个
健康”的总体要求，省委、省政府把加快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响亮地
提出了补齐非公有制经济短板的战略目标，
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
策措施，为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的动力，将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带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挑起了全省经济发展
的大梁。

经济总量稳步增长。我省非公有制经济
总量稳步扩大，总量占全省经济的比重也稳
步提升。 2015 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达到 17316.39 亿 元 ， 比 2010 年 增 加
8288.42 亿元； 增加值总量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达 59.6%， 比 2010 年提高 3.3 个百
分点。 非公有制经济增速一直高于 GDP 增
速，2011-2015 年年均增长 11.7%， 比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快 1.2 个百分点。

行业发展亮点纷呈。非公有制经济比重
继续提高。 2015 年，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重要门类
中，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比重均超过 50%，
分别占本门类的 76%、52.3%、91.3%、94.9%
和 91.8%。 新兴行业加快成长。 2012-2015
年，非公有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汽车制造业、医
药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年均分
别 增 长 36.8% 、27.2% 、23.3% 、18.5% 和
17.1%。快速增长的同时，新兴产业增加值的
占比也在不断扩大。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2015 年，全省非公
有制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7511.72
亿元，是 2010 年的 2.8 倍；总量占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的 67.5%， 比 2010 年提高 3.5 个
百分点。 2011-2015 年，非公有制经济投资
年均增长 25.7%，比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年均
增速高 2 个百分点。

社会贡献稳步提升。 2015 年全省第二、
三产业非公单位吸纳从业人员 2110 万人，
比 2010 年增加了 131.5 万人， 总量占全社
会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 87.9%。 2015 年，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实缴税金 1613.9 亿元，
是 2010 年的两倍多，2011-2015 年年均增
长 17.1%；总额占全省实缴税金的 53.5%。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省委、省政府加快
新常态下湖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战略决
心， 是各级各部门常抓不懈的艰苦努力，是
广大民营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辛勤
付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带头开展系列调研座谈，深入各
地了解非公经济发展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家
的意见和建议， 为非公经济发展谋篇布局。
2015 年 5 月召开全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大会，明确提出以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增

强效益为主攻方向，毫不动摇、毫不松懈地
推动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对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
署。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相继召开了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座谈会、“湖南决策咨询·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 3 月 4 日重要讲话精神，对补齐非公经
济发展短板，促进湖南非公经济转型发展进
行研究和部署，为民营企业面对面协调解决
各类困难和具体问题。 7 月，根据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省委、省政
府及时调整充实全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
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由陈向群常务副省
长任领导小组组长，黄兰香、何报翔、张剑飞
三位省领导任副组长，进一步加强对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召开了领导小
组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降
成本、促转型的重点工作。

务实政策促发展。 政策是发展的导向，
更是发展的支撑。为促进全省非公有制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适
时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政策、 好政
策。 2012 年，当广大中小微企业面临经济进
入新常态的调整期，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给予中小微企业财税、金融、公共服务、
转型发展、 全民创业等六方面的系统支持。
2015 年，当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非公
有制经济面临发展瓶颈，省委、省政府连续
出台了《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
意见》、《关于进一步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两个政策性文件，提出了
21 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和 50 条相应政策，对
扶持小微企业明确了 17 个方面的具体优惠
政策，政策数量多、覆盖面广、可操作性强，
为促进非公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织起了一张“防护网”。 2016 年，当广
大民营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困难，转型发展艰
难的局面，省委、省政府再次出手，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实
施方案》(湘政办发【2016】62 号)，瞄准企业
“痛点”，进一步降低涉企收费，清理规范中
介服务，降低融资成本、用工成本、用能成
本、物流成本。同时，将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作为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发展的
突破口，由省经信委联合省财政厅等七部门
共同制定印发了《关于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的意见》， 对民营企业进行股份
制改造给予实打实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上半
年，省经信委整理编辑《非公有制经济和中
小微企业发展重要政策文件汇编》和《扶持
中小微企业发展政策指南》，真正做到“政策
一本通”。

让目标落地，让政策落实，让工作落细，
成为全省上下的自觉行动， 努力用真抓实
干、负重前行的精神推动全省非公有制经济
健康发展。

财政支持更精准。我省设立了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目
前两项专项资金分别增加到了 1.75 亿元和
2.15 亿元，专项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
级、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改善中小企业
融资环境、支持小微企业及“三农”融资担保
奖励。“十二五”期间，全省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资金共支持项目 314 个， 补助资金共计
4.57 亿元；全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共支
持企业 715 家，安排资金 1.76 亿元，支持服
务体系项目 609 个，安排资金 1.32 亿元。

转型升级更强劲。 组织制定《湖南省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专项行动方案》，围
绕制造强省的 12 个重点领域， 重点实施创
业孵化、股份制改造、知识产权战略推进、信
息化推进、管理提升五大工程，加快推动以
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非公经济转型升级。 目
前，全省经认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
520 家，楚天科技、华自科技等一批企业顺
利成长为行业领先的上市公司，成为“专精
特新”发展的标杆。“腾飞杯”管理升级活动
累积开展活动 120 余场， 惠及企业 6000
家，深度服务 600 家；“中小企业 + 互联网”
专项行动开展活动 13 场，服务企业 787 家，
后续深度服务企业 52 家。

服务体系更完善。 经过三年的努力建
设，构建了由省枢纽服务平台、14 个市州综
合窗口服务平台和 17 个产业集群窗口服务
平台组成的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
络， 其中 21 家公共服务平台被认定为国家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省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平台网络成为“平台的平台”，集聚了
4581 家社会化服务机构， 注册中小企业总

数达 70800 家， 在全国各省市中小企业服
务网络中均位居第二位。 2015 年各类服务
机构与各地服务平台联合开展大型服务活
动 1779 次，共发布服务项目 5657 个，为企
业提供融资担保、创业服务、管理咨询、法律
服务、市场开拓、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服务，服
务企业近 30 万户。 全省创业基地从 2010
年的 68 家发展到 2015 年的 151 家，其中，
株洲高新区留学人员创业园等 8 家创业基
地为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73 家为省级中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融资环境更优化。积极推动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体系建设，实现政策性担保机构县市
全覆盖。截至 2016 年 6 月，全省担保机构累
计为 15.9 万户中小企业提供担保 3017.6
亿元。深化银企对接产融合作。目前，中小企
业融资超市累计向金融机构推送企业融资
需求 50 亿元，成功实现融资 6 亿元。推动建
立信贷风险补偿、应急转贷等机制。 与建设
银行、邮储银行合作开展“助保贷”业务，已
建立“助保贷”平台 49 个，到位政府风险补
偿金 2.7 亿元，累计贷款超 17 亿元。 支持中
小企业积极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 截至目

前，我省在“新三板”挂牌企业 188 家；在湖
南股交所挂牌企业达到 1997 家， 累计实现
股权、债权融资 519 亿元。

人才培训更系统。 组织主办中小企业领
军人才培训、“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
程”、国际人才培训合作，提高企业各层次经
营管理人才的业务水平。与北大、清华、人大
等知名高校开展联合培训，累计培训我省高
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1500 人次。 组织实
施“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每年培训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近 2000 人。 大力推
进校企合作，与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共同制
定出台了《湖南省企业人才培训示范基地管
理办法》，认定首批 32 家“湖南省企业人才
培训示范基地”， 引导和支持专业机构加大
技能人才培养。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以
及“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中国制造
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重大战略的
相继实施，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指引
下，相信我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势头将更
加强劲，发展的明天将更好！

转型发展著新篇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综述

王平 肖洋扬

中小企业服务对接会现场。

“精准服务进园区”活动。

融资平台建设推进会。

（本版图文均由省经信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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