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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业聚资 做开放先锋
———写在常德市产业发展基金正式发布之际

湖光山色两相和，晴空碧透睿智扬。
10 月 25 日的常德市委大院， 清风徐

徐。 常德市委书记周德睿，就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接受省市媒体采访。“我们将结
合常德实际，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动力，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深入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
突出抓好产业培强、干部培优、机制培活、
作风培实， 着力推动全市发展从追求颜值
向追求颜值与气质并重转变， 从注重规模
规格数量向注重管理质量效益转变， 从内
陆大市向开放强市转变， 从全面开花向重
点突破转变， 创造性地推动新发展理念和
省委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在常德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

这是言出必行的常德态度。 牢记使命，
奋然前行，在新时代让人们看到更多的发展
成果。

这是不忘初心的常德方案。 闯关夺隘，
昂首阔步，以新作为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更
多追求。

这是行稳致远的常德号角。 清醒坚定，
奋勇向前，在新征程谱写富饶美丽幸福新常
德新篇章。

开放是强市之路， 产业是立市之本。
“我们将把产业转型作为促发展的主路径，
把产业园区作为抓发展的主阵地，把产业建
设作为比发展的主选项。 ”在历史与现实、过
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一系列文件、方案和一
大批公共产品、平台的出炉，仿佛一片树林
和它所生长的浩瀚森林，共同植根于“开放
强市、产业立市”的深厚土壤之中，并正全力
诠释常德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开放强市、产业
立市战略的价值取向。

贯彻新发展理念，前提是发展，重点是
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从 5 年前的 54 家
增长到 101 家； 成功创建国家级高新区，成
为全省同时拥有国家级经开区和国家级高
新区的三个市之一；今年来实际利用内外资

增速均为全省第一；由中国创业与投资行业
引领者清科集团主导的基金小镇项目，或将
于今年 12 月底前在常德落地，届时，基金小
镇将聚集起一批注册型税源基金或企业，这
带给常德的不仅是基金聚集、资本汇聚和税
收的增长，更有高端人才与前沿信息在常德
的密集交汇……在以新理念推动经济发展
转型中，常德捷报频传。

“常德将采取有效举措破解实体经济薄
弱、产业支撑不足的困局，充分发挥平台与
资源优势，建立起固定的沟通渠道，对接更
多前沿、高端的信息和发展理念，为常德的
发展聚集起更多的智力资源， 拓展视野，拓
宽思路，找准定位。 常德决心实现产业立市，
要引资，更要引智，要全方位多层次引进人
才。 同时，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政府部门
各种收费与服务一律公开，对重点项目实行
闭环运行、 保姆式服务。 ”10 月 16 日至 17
日，常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立军赴北京，
为“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寻求多方突破
与产业支撑，并就基金小镇建设与清科集团
董事长倪正东进行实质性合作洽谈时这样
说道。

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
龙头企业，财鑫金控是经常德市委、市政府
批准在原常德财鑫投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8 年 4 月）的基础上改制而
成的国有全资企业，实收资本 40 亿元，国
内权威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
定集团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财鑫金控旗下拥有常德财鑫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常德沅澧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等 10家全资或控股子（孙）公司，参股湖南
达晨财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8家企业，管
理控制常德三鑫产业促进有限公司、常德市
中小企业投资咨询中心等机构，并设立了常
德市融资担保信用协会，业务涵盖了融资担
保、小额贷款、产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典
当贷款、民间投融资服务、项目建设、园区开
发运营等众多领域。 目前集团正在抓紧充实
和完善金融服务链， 完成金融牌照全覆盖，
提供“一站式”金融产品服务。

财鑫金控服务于常德工业、 农业、教
育、医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商贸流通等
20 多个行业。 去年，财鑫金控全年支持企
业 1189 户 / 次，实现业务总量 71.9 亿元，
同比增长 10%。 其中， 融资担保 59.16 亿

元，同比增长 14.98%；发放小额贷款 9.23
亿元，同比增长 15.4%。 年末在保、在贷、在
投余额合计为 72.73 亿元， 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率达到 103.4%， 融资担保荣膺全国

“最具影响力担保机构”。
设立常德市产业发展基金，是“开放强

市、产业立市”战略的要求，也是常德经济
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财鑫金控受托管理
常德市政府引导基金， 基金规模为 20 亿
元，按 1：4 比例放大设立子基金，实现子基
金规模 100 亿元， 配套金融支持 200 亿
元， 即以投贷联动的方式将对企业形成
300 亿元以上的资金支持，用“产业基金 +
银行”、“产业基金 + 上市公司产业链”、“产
业基金 + 特色园区”等方式，为实体经济的
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在常德市产业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的精心指导下，财鑫金控为夯实常
德市产业发展基金基础，引导社会资本共
同投资常德创新创业， 促进传统产业升
级，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特别是在产业基金的子基金设立等方
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体现了“财鑫”的
担当。 目前，常德高新创投生物医药产业

创业投资基金、 湖南湘沅新材料新能源产
业创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 常德易津新能
源汽车产业基金、汇湘产业投资基金、常德
高新区先进制造产业基金、 常德市信息技
术产业基金等 6 只子基金完成筹建， 并将
于 10 月 31 日正式对外发布。 这让广大企
业家们看到了步履坚实的“财鑫”行动，也
标志着常德“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取
得了又一项阶段性成果。

财鑫金控通过制度的建立， 明确地界
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及主管部门，
主要负责定投资方向、定负面清单、定目标
任务、定监管体系；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
负责具体项目的立项、尽调、风控、投资、退
出等具体操作，确保项目投资的专业化，风
控体系的全覆盖。

常德市委常委、 副市长任晨表示，产
业基金的设立，既能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控
股背景和金融、 类金融服务专业优势，运
用市场化手段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支持常
德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壮大，又能将外地优
质项目和国内领先的专业投资管理机构
引入常德，推动常德重点产业实现跨越式
发展。

10 月 24 日，在津市市省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溢多利生物医药产业园项
目建设现场，大型吊车、挖掘机及数十名
工人正在紧张施工。 这个投资约 23.5 亿
元的产业园投产后， 年工业产值可达 30
亿元， 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发酵基
地。

在这个产业园如火如荼建设的背后，
最耀眼的光辉，就是财鑫金控发挥产业发
展基金这个“纽带”的作用，着力促进上市
公司与本土优质企业强强联合，协助整合
产业资源，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溢多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创业板上市公司，近年
来先后在津市收购了鸿鹰祥、 新合新、龙
腾生物等企业， 生物医药产业初具规模。
前段时间， 因资本市场定增审批趋严，溢
多利向证监会撤回了一笔数额较高的定
向增发，导致津市项目的建设推迟。 了解
情况后，财鑫金控立即邀请湖南省高新创
投联合发起设立常德高新创投生物医药
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溢多利津市项目
的启动。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实践
证明，以投资和融资相结合的金融手段来
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成效明显。财鑫金控
以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行使政府在产业
引导、产业建设等方面的职责，以企业的
方式来解决产业发展的问题，让产业发展
更尊重市场规律。

财鑫金控与专业投资机构深入合作，
推动新兴产业项目导入常德。“高迈”项目
的落户，也是财鑫金控在开放强市、产业
立市战略中实现新作为的典型案例之一。
苏州高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
事新能源重卡研发与推广的企业，发展势
头良好。 今年，财鑫金控与新能源行业领
域的专业投资机构上海易津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对接。

财鑫金控党委书记、 董事长余俞说：
“为了把项目搞清楚， 我们完全用企业化
的方式， 全方位地对项目进行调查研究，
从高迈的产品、技术到团队、财务现状，15

天时间，行程 2.3 万公里，调查走访其配
套企业和意向客户， 咨询了行业专家，并
与高迈就投资方案、落户常德、产业基金
合作等进行了详细沟通。我们进行了深度
研究，然后用资本招商的手段，把它引进
来，进行深度合作，成为利益共同体。 ”

目前， 苏州高迈已在常德设立全资子
公司，投资款将专项用于常德的电池厂和
重卡总装厂建设。 预计在 2018 年即可实
现投产，预计当年可实现产值 10 亿元，预
计 2021 年可实现产值 100 亿元。 此外，
财鑫金控和上海易津资本联合设立总规
模 15 亿元（首期 5 亿元）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基金，基金将围绕该项目及整个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进行投资， 引进电池材料、电
控、电机、底盘、汽车零部件等多家企业。

“我们目前对高迈项目投 4000 万
元，占了 10%的股份。 但这个企业非常有
爆发力， 预计一年内企业的估值能达到
10 亿元， 那我们 10%的股份就估到了 1
亿元，我们的投资很快就得到了回报。 而
基金的引导作用，最终将形成完整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有可能形成千亿级的常德
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圈。 ”余俞掐着手指
算细账、算长远账，他说：“财鑫金控在开
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中的新作为，既是
国企担当社会责任的体现，也将使企业自
身得到更大的发展。 ”

财鑫金控全方位为企业提供支持，除
了金融之外，他们整合各方力量，对企业
的团队、管理、产品研发、技术支持提供咨
询和帮助，包括对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全
流程进行辅导。通过企业信息和产业情况
的收集，建立动态拟投企业项目库，充分
了解企业战略资本需求，确定优质企业进
行股权投资，占据制高点，为“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搭建起了一个新型平台。

阔步征程，财鑫先锋。 产业发展基金
完美绽放，必将在“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中迸发盎然生机。

高扬起新时代的风帆，常德将如巨舰
犁波，一往无前驶向崭新航程！

常德财鑫投融资服务中心（效果图）

常德市举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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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会 。 李寒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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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出必行的常德态度

步履坚实的财鑫行动

完美绽放的产业基金

李寒露 赵侗芳

� 砥砺奋进，三湘大地硕果累累；瞩目盛会，华夏儿女心心相连。 承载着新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党的十九大
在 2017 年金秋成功召开。在洞庭之滨、沅澧大地，沐浴着“十九大时光”，常德市委、市政府凝聚方方面面的智
慧和力量，开启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新征程。

作为我省市州第一家地方金融控股平台，且是我省地方金融业态形态最全、业务领域最广的金融企业，
常德财鑫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鑫金控”）秉承“立足常德，服务实体经济”的立业宗旨，以
“打造产业经济发展商与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历史使命，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碰撞出绚丽的火花，点亮常德经
济，点亮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