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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革命的实践表明， 重大产业变革
源于科技创新，而成于金融创新。

不同于其他地区发展科技金融，2018
年， 湘江新区提出将金融科技定位为湖南
金融中心战略核心产业，以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等各类技术手段武装金融，赋
能传统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拿中小企业发展的“老大难” 融资来
说， 一方面由于企业缺少抵押担保或信息
不对称，金融机构有钱贷不出；另一方面，
企业民间融资成本高、风险大，极易陷入资
金使用的恶性循环。 如何突破融资困境、引
来发展“活水”，各地都在探索。

9月 3日，由湖南湘江新区金融发展服
务中心联合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 长沙市
数据资源管理局主办的“湘信融”中小微企
业融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平台创新性地
通过银行、政府、企业“三方联动”，用政务
大数据帮助中小微企业增信， 不但为金融
机构提供企业精准画像、辅助风控、降低不
良率，更为企业提供多渠道线上融资入口，
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

“只需注册登录、发布融资需求简单两
步， 平台就能自动匹配对应的银行信贷产
品，真是我们中小企业的‘及时雨’！ ”长沙
特瑞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首家通过
“湘信融”平台得到贷款的企业，5 天时间不
到就拿到了中国农业银行湘江新区分行
100万元无抵押贷款，如此高效的融资令公
司负责人赵兴赞叹不已。

根据统计分析，“湘信融” 平台预计能
够为长沙市 25%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成
本、高效率的贷款融资服务，并以此基础为
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为当地行政监管
提供信息支撑。

政务数据活起来，银行授信更精准，企
业融资不再难。 上线两个多月以来，“湘信
融”平台已对接工商、税务、司法、银联数

据，签约浦发银行长沙分行、长沙银行、湖
南三湘银行等 9 家银行，提供 40 余款各类
型融资产品，注册中小微企业 70 家。 随着
11月 28日政务数据接通，该平台将成为长
沙市政务云首个上线金融应用。

发展金融科技， 不单单是防控金融风
险的“利器”，也是湖南湘江新区扶持双创、
完善金融产业链的创新之举。

今年 5 月，湘江新区先后出台《关于支
持金融科技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后简
称“金科十条”），成立中部地区首个金融科
技孵化器———湘江金融科技孵化器， 真金
白银扶持初创型金融科技企业。

作为一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方式，专门为大型批发商城提供支付、
物流、管理、金融等服务的科技解决商，湖
南淼峰科技第一批签约入驻湘江金融孵化
器。 仅仅半年时间，公司联动三湘银行为中
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通过供应链管理

打造融资闭环， 帮助湘潭岳塘商贸城商户
信用授信共计 6000 万元，获评“2019 年中
国物流与供应链金融卓越科技企业”。

淼峰科技的快速成长只是湖南金融中
心以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代表。 从出台扶持政策、 打造孵化空
间、成立专项基金等多方面着手，湖南金融
中心已吸引中金金融科技、 通联支付等 30
多家金融科技企业落户， 金融与科技在这
里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

“未来 3至 5年， 我们将力争引进 300
家金融科技公司， 培育 5至 10家独角兽或
上市企业，构建完善的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建
设全国金融科技特色最鲜明的区域金融中
心。”湖南金融中心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随着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代表的 10
余家中介机构相继入驻， 湖南金融中心的金
融生态进一步健全， 辐射带动和聚集引领效
应将愈加凸显。

在人工智能产业孕育发展时期，以天使
投资导入酷哇机器人项目， 与中联环境在
长沙高新区联合成立项目公司， 开发出的
智能环卫机器人已在长沙城区正式“上岗”。

在以装配式建筑尚未打通上下游产业
链的情况下，以创业投资注资近 2 亿元，整
合带动总投资 6.6 亿元入股远大住工，不到
两年时间便成功登陆港交所， 新型住宅工
业千亿产业集群指日可待。

支持重点产业、中小企业加快发展，与其
让财政资金“独挑大梁”，不如引来社会资本
的金融活水形成合力。 2016年，湖南湘江新
区创新财政资金投入形式， 发起设立产业发
展基金，以财政“小资金”撬动社会“大资本”，
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升级。

利用母基金导入资源、利用天使基金加
速项目孵化、利用产业基金整合产业链、利
用创新类基金布局增量……基金投资赋能
企业，撬动了产业发展的满天繁星。 3 年多
来，在市场化运作下，湘江新区产业基金群
日益壮大，“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基金 +
基地”“母基金 + 子基金” 等产投融一体化
的产业基金运营模式可圈可点。

值得一提的是， 在产业基金运营中，湘
江新区强化基金招商功能，招大引强、培大
育强并举，积极布局头部企业，通过基金投
资吸引企业入驻，“资本 + 产业” 已成为其
基金发展的一张特色名片。

目前，围绕湘江新区“10+6”重点产业
链， 湘江新区产业发展基金已成功引入酷
哇机器人、 美团 B2B 湖南总部、 桑顿新能
源、天际汽车等优质项目，挖掘并培育了远
大住工、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等龙头企业；
产业基金总规模达 120 亿元， 财政资金放
大倍数达 8.3 倍；母基金、直投基金累计投
资 189个项目，投资额达 48.73亿元。

吸引企业靠硬件， 留住企业靠服务。 融
城、临江、亲水，湖南金融中心 800亩“黄金”
地块上，湘江基金小镇熠熠生辉。

挂牌两年多来， 湘江基金小镇从无到
有、从黄土空地到楼宇屹立，已吸引盛世投
资、歌斐资产等母基金，龙珠资本、三一创投
等具有产业背景的基金， 以及昆仲资本、启
赋资本等国内一流头部机构入驻。

“我们用非常少的启动资金完成了 10
多个子基金的出资， 资金总量突破 60 亿
元， 在长沙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盛
世投资管理合伙人谢作强坦言， 优异的成
绩单离不开小镇优质的政策和服务。

一手抓机构，一手抓项目，湘江基金小
镇致力打造湘江新区的金融“会客厅”。 以
项目和机构的需求为出发点， 不仅开设了
省办备案、工商注册“绿色专窗”，提供工商
注册“一站式服务”；还为基金及基金管理机
构给予落地、运营、投资、产业链扶持；更为
各类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的金融人才提供
户籍购房、子女入学等优质服务。与此同时，
小镇还通过高质量的闭门路演、圈层沙龙活
动、优质项目库等为资本与项目成功对接提
供更多机会。

截至目前， 湘江基金小镇已聚集私募股
权投资机构 345家，基金管理规模超 2204亿
元；入驻投资机构累计对外投资项目 277个，
投资金额 122.37亿元。 其中， 省内投资项目
92个，投资额 41.31亿元，投资率 33.76%。

“如果说刚开始启动的产业发展基金是
1.0版本，那么现在我们要启动 2.0 版本。 ”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中杰表示，
湘江新区产业基金的发展正从初级阶段迈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下一步，新区将进一步
提高产业支持政策精准度，形成产业闭环与
服务闭环， 通过结构补充和调整做大基金，
助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活力，诠释着过往、注解着当下，也积蓄
着希望、 孕育着未来。 随着产业发展基金
2.0 版本的打造，一个更加开放的格局正在
这里清晰擘画， 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
力的金融中心，蓄势待发。

关键词：产 业 基 金 � �谋长远、重培育，资本市场“强引擎”

湘江西畔， 湖南金融中
心熠熠生辉， 一座金融新高
地正在崛起。

关键词：金 融 科 技 搭桥梁、防风险，企业融资“及时雨”

王 晗 杨中建 姚鸿志

时值初冬，寒意渐浓。 湘江以西，在湖南湘江
新区滨江新城，却有一方“小世界”热力不减，千亿
资本在此暗潮涌动。

这里， 是湖南省唯一的省级金融中心———湖
南金融中心。

面积 6.8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湘江 FFC、楷林
国际等金融“翘楚”拔节生长，刷新城市天际线的
同时，汇聚财富与商机；长沙银行、三湘银行、吉祥
人寿等数十家总部机构竞相抢滩，用金融“输血”
实体经济；盛世投资、海捷投资、启赋资本等一批
私募“龙头”集聚，瞬息间撬动上亿资金的流动。

从 2016年启动建设至今，湖南金融中心已走过
三年。一组流金淌银的数据，佐证时间的嬗变：入驻企
业由 13 家增加到 425 家，税收由 1 亿元增加到 25
亿元。

金融活，实体活；金融稳，经济稳。
三年多来，湖南湘江新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

防控金融风险、 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 “三箭齐
发”，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时代坐标之上，用
一座金融中心的生长曲线， 为中部湖南谋求经济
转型升级的更多可能。

关键词：传 统 金 融
搭平台、引活水，实体发展“添动力”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经
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精准
的金融服务。

作为全国第 12个、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新区，
湘江新区被国家赋予了发展、 改革、 创新的历史使
命。 如何紧扣“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打造区域发展
的新增长极？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高端产业，集
聚了大量的人才流、智力流和资金流，打好现代金融
这张牌，对新生的湘江新区而言至关重要。

2016 年，作为省委、省政府补齐金融短板、激
发金融创新活力的重大决策部署， 定位为立足中
部、 辐射西部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湖南金融中
心，应运而生。

按照“三年成规模，五年出形象，十年基本建
成”的发展目标，长沙市委市政府、湖南湘江新区
积极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完善金融体系，不断优化
金融环境，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湖南金融中心建设
的实施意见》、《关于建设湖南基金小镇的若干政
策意见》等政策文件，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入驻。

三年来， 湖南金融中心围绕省级金融中心定
位，按照“3+X+1+1”的金融生态体系，大力发展区
域特色产业链金融。 尤其在传统金融机构导入方
面，瞄准行业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重点产业发展
方向，走出去、引进来，招大商、招好商，加速产业
聚集。 截至目前， 已吸引 430 家各类金融机构入
驻，涵盖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第三方支付、消费
金融、基金、金融科技等 10 多种金融业态，“持牌
金融 + 基金小镇 + 金融科技 + 中介机构”四柱支
撑的产业格局加速形成。

近两年，长沙不少经济片区、产业园区和重点
产业链企业欣喜地发现， 资本项目的融资方式已
悄然生变，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反反复复跑银行、
递资料，而是在“家门口”就有银行机构上门对接。

这样的变化，正是源自湖南金融中心搭平台、
引活水，为实体经济注入的源源动能。

长沙银行总部落户湖南金融中心以来， 借力
湖南金融中心的平台资源和高效服务， 精准对接
省 20 条新兴优势产业链、 长沙市 22 条工业新兴
和优势产业链，以及高铁新城、临空经济示范区等
重点园区、片区，累计签约授信超过 500 亿元。 同
时，深化“延链 + 融链”思维，以优先发展产业链撬
动关联产业链的延伸，2018 年为本土轨道交通、
工程机械、 航空航天等传统优势产业提供相关融
资服务 722户，授信总额达 166亿元。

无独有偶，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也着眼于区域
细分市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两高六新”企业，
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八大板块作为主攻方向，全
力推进专业化、特色化经营，当起了企业的“服务
员”。 目前，其交通能源、汽车生产等 16 家特色化
支行，已培育和支持了一批像岱勒新材、御泥坊、
力合科技等新兴企业成功上市；为长沙经开区、长
沙高新区、宁乡经开区、湘潭高新区提供表内外融
资超 100亿元，为园区提供债券承销、企业债托管
等金融服务超 200亿元。

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方能叶茂。
以长沙银行、浦发银行等 44 家持牌传统金融

机构为主力军， 湖南金融中心引来源源金融活水
精准浇灌实体经济之花， 已成长为长沙乃至全省
新的金融增长极。 截至 9月底，在湖南金融中心的
辐射带动下， 长沙市今年各项贷款余额突破 2 万
亿元，新增直接融资 492.17亿元，“十三五”累计直
接融资 2500亿元的目标提前告捷。

11 月 20 日，湖南金融中心政务服务超市开张，专注服务金融机构，商
事登记一站式办理。

有如形影相随，恰似唇齿相依，几乎每一座伟大的城市
都有一个区域逐水而生，引领一城繁华。

从纽约哈德逊河畔的曼哈顿， 到伦敦泰晤士河旁的金
丝雀码头，再到上海黄浦江岸的十里外滩，不仅铭记了城市
发展的每一步辉煌，更标刻着世人眼中金色文明的新高度。

湘江，自千百年岁月中走来，百转千回，塑造了长沙的
城市品格。 然而，“新的高度”从何而来？ “世界的长沙”从哪
里打开一扇窗？

11 月 28 日， 湖南省内年度规格最高的金融盛会———
2019 湘江金融发展峰会， 在国家级湖南湘江新区如期而

至。 梅开三度，人们欣喜地看到，在这块承载着城市开放崛
起梦想的沃土之上， 湘江西滨的一片老工业区已然蝶变成
一座财富“硅谷”，湖南金融中心从蓝图走进了现实。

当金融滋润城市肌体， 当资本赋能产业发展， 长沙版
“陆家嘴”其势已成！

前
言

9 月 3 日，打通中小微融资“最后一公里”的“湘信融”服务平台启动上线。

融城、临江、亲水，湘江基金小镇区位得天独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