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活水育企业兴产业

巧用引导基金，厚植产业“花开四季”

“在企业经营关键时候，引导基金 2.4 亿元资金注入，年
产 2.2 万吨的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建设得以正常推进。”桑顿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罗静说。

罗静所说的引导基金，是当地政府主导下，由产业集团
管理的产业质量发展引导基金，是在全国率先设立的一支产
业质量发展引导基金。目前，产业集团旗下管理着产业质量
发展引导基金和“智造谷”基金两支母基金。力求通过基金
引导作用，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促进优质产业项目的培
育和成长，全面提升湘潭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

在产业质量发展引导基金、“智造谷”基金两支母基金的
引导下，产业集团又在智能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新能
源、新材料等领域相继设立了10余支子基金，为当地产业发
展及时注入“金融活水”，激发了企业活力。

产业集团参股优质企业，通过旗下基金支持吉利汽车、
华菱线缆、地通控股等企业发展。2019 年 7 月，产业集团分
别与湖南省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理公司、湖南宇纳私募股权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两支华菱线缆专项基金，专项
对华菱线缆开展股权投资。

产业集团旗下湘潭产兴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服务地方经济，助力产业发展”为使命，致力于股权投资、创
业投资、资产管理、基金管理及咨询服务等。成立以来，全力
支持了桑顿新能源、地通工业、沃森电气等40余家企业发展，
项目投资总额逾10亿元，带动招商引资近20亿元，撬动资金
杠杆比1:3。成为进一步提速湘潭现代产业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
接、振兴湘潭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像这样用金融的方式支
持实体企业发展的成功范例，在产业集团还有很多。

“我们目前设立了18支基金，平均撬动资金杠杆比例为1:
3.5，带动招商引资投资比约 1:8；累计实现对外投资逾 10 亿
元。”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武强
说，2019 年以来，湘潭产业集团围绕智能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等产业领域，依托已组建的致合弘汇、云菏新
能、产兴鼎信等基金，重点支持和引导桑顿新能源、可孚医
疗、苏普瑞、华亚机械、印之明等优质企业，以龙头项目推
动产业集群发展。此外，在持续扶持农业产业方面，农发基
金持续发力，投资仙女竹业、上禧食品、雁湖农牧等9家农业
龙头企业3300万元，助力该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弘茂湘莲。

—— 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走笔

巧用担保资金，“及时雨”润物无声

桑尼森迪玩具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为迪士尼等
世界500强企业配套的加工贸易企业。这家在湘潭本土不断
壮大的企业，创业之初却险些破产。2015 年，桑尼森迪公
司落户湘潭的第一年，遇到了资金难题。

“在企业经营最焦灼的时候，湘潭担保公司为我们争取
了500万元的过桥担保，还将资金落地办理周期从至少3个
月缩短到了1个月。” 桑尼森迪玩具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杰坦言，如果没有这场“及时雨”，公司就很难有近几年的
提速飞跃。2019年3月，湘潭担保又以信用证打包方式为桑
尼森迪提供担保 3100万元，成为湘潭市首例用信用证融资
贷款的项目。

于 2008年在湘潭落户的地通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
吉利汽车的核心供应商之一，为 2019年湘潭市第一梯队的
拟上市企业。“2018年，湘潭担保帮我们化解了贷款逾期风
险，2019 年又助一臂之力，首次联合社会资本股权投资
5000万元参与增资。”地通集团相关负责人称。

湘潭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湘潭高新区里一家拥有
核心技术的企业，但这家公司也曾遇到过融资难题。湘潭玉
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宇峰说：“2014年，我们找
到了湘潭产业集团旗下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希望公
司能够给予帮助，使企业渡过难关。获悉情况后，湘潭担保
公司项目经理刘洋等，深入企业了解情况、研究方案，‘量
身定制’给企业送来了 300 万元的担保资金。”不仅如此，
从 2019年开始，湘潭担保公司出于对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
公司的支持，将担保费率从2%下降到1%。下一步湘潭担保
公司还将出台新政，拟对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担保费实行全
免，为湘潭高新技术企业插上腾飞的“金翅膀”。

融资难、融资贵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拦路虎”。2013
年，湘潭唯一的完全国有背景担保机构——湘潭企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成立，为目前省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政
策性专业担保机构之一，主要任务就是破解湘潭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成立至今，累计为 1079 户中小微企业
和平台实现融资担保101.77亿元，为企业提供653笔过桥资
金合计 100.63亿元，累计间接带动湘潭市 GDP 增长 400 亿
元，间接税收贡献 20 亿元左右，累计增加社会就业岗位 6
万余个。

“走出去”才能“赢回来”。产业集团正在创新融资模式。
2019年12月19日，产业集团负责人赶赴杭州，到集团

旗下融资租赁公司 （筹）、贸易公司调研。该公司正在迅速
推进融资租赁的注册登记工作。这两家公司的业务模式正成
为产业集团的创新模块。

2019年12月21日，产业集团下辖的湘潭担保公司长沙
分公司举行了开业仪式，该公司将围绕五大规划持续发力，
学习先进业务模式消化后引入湘潭，更好地服务湘潭产业的
发展；拟投资参股商业保理等类金融机构，进一步扩充产业
集团类金融产业实力，补齐产业板块，以类金融助力湘潭实
体经济发展；通过与金融机构以及客户的业务开展，推广湘
潭产业发展政策，吸引更多投资人投资湘潭，与湘潭共成长。

巧用金融杠杆，注入“动力”促转型

湘潭市聚焦“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金融为
媒，以产业为驱动，通过最大程度地释放金融杠杆所带来
的经济效益，助推产业集群的打造，加速新旧动能的转
换，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开出了“良方”。

近年来，产业集团围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智能制
造产业等产业领域，携手云和资本、风云资本、鼎信泰和
等优质基金管理机构，以龙头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同
时，与航天科工、省财信金控、省技术协同创新公司签署
基金合作协议，引入全省首支某基金落地湘潭，助力湘潭
产业崛起。

实施蝶变计划助推企业上市、开展湘莲产业转型升
级、精心培育海泡石特色产业以及沙子岭猪产业链……新
产业孕育了新动能。截至目前，湘潭市已有 80多家智能制
造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 60多个国家建立业务往来。在

新动能源源不断地浇注下，新崛起的“一谷三城”（智造
谷、军工城、汽车城、文创城） 产业布局和“1+4”（智能
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医药、新材料、新一代信
息技术） 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

2019年以来，在产业集团的推动下，湘潭市完成了海
泡石公司股改，启动湘潭市重点项目海泡石新材料科技产
业园建设工作，总规模 36 亿元，完成投资 1 亿元。同时，
产业集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方 57°C 湘，成功引导龙牌食
品股改，擦亮百年品牌；与华阳集团共同推进构树种植和
发展饲料产业，年产 20万吨饲料厂竣工投产，拥有国内领
先的生物饲料研发、生产技术和工艺；与新湘农集团合作
开发沙子岭猪资源，预计未来 5 年内总投资 20 亿元，年出
栏60至120万头。

（本版图片均由产业集团肖湘平提供）

巧用“基金＋招商＋基地”，
优质企业纷至沓来

2019年，湘潭产业集团创新推出“基金+招商+基地”
模式，引导“潜力股”企业落户湘潭。

产业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湘潭产兴私募股权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在智能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新能
源、新材料、现代农业等领域设立了18支产业基金，累计
投资 44 家企业，投资总额逾 10 亿元，被投企业资产总值
近 200 亿元。2019 年上半年，全省首支某基金落地湘潭，
总规模 50 亿元；引进美的集团关联方盈峰资本，组建 12
亿元规模的盈峰机器人基金，赋能湘潭市智能装备制造产
业“千亿倍增”发展计划。

“基金+招商+基地”模式一经推出，“潜力股”企业
纷至沓来，这些企业不断补齐了本地产业链，还将成为拉
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在基金合作过程中，产业集
团通过基金管理人接触到了湖南可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
湖南超亟监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发现这是两家成长性很
好的企业，非常适合引入当地的大健康产业园。经产业集
团的牵线搭桥，两家公司开始与昭山示范区进行商务接洽。

之后，产业集团旗下的基金公司，又接触到了北京千
寻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印之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认
为这两家高新技术企业完全可以进入湘潭高新区“孵化基
地”进行孵化，通过基金投资顺利促成了这两家企业入驻
湘潭高新区。

利用这一招商引资模式，产业集团已成功引入数十家
优质企业落户湘潭。

产业集团董事长武强说：“通过基金招商，我们成功引
入千寻未来、印之明、丽坤生物等10家优质企业，项目总
投资约近2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基金+招商+
基地’的方式，进一步和园区合作，开展产业招商工作并
试行‘飞地经济’模式。”

足迹 —— 从零开始

2012-2019时间轴

产业集团注册资本

1.5亿元 20亿元

◉ 项目投资从零到23个，完成项目投资33.3亿元；
◉ 参控股公司由最初的3家到90余家，累计股权投资53.54
亿元。

跨越 —— 三次跨越

◉ 2012年，产业集团成功实施了湘潭地区第一次
资产证券化，将河西污水处理厂注入到电化上市公
司，实现资产价值的翻倍。

◉ 2017年，产业集团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在市
场化投资、资本运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 2019年，产业集团重组。聚焦主业，围绕企业
经济效益最大化，逐步转变思维，坚决对标市场需
求、尊重市场规律、培育市场主体、追求市场效益，
向以市场竞争为主的市属国有企业转变，定位由
“产业投资发展商”转变为“金融服务与产业投资发
展运营商”。

决胜 —— 收官之年（2020）

党建

◉ 党建+产业扶贫
◉ 党建+金融先锋
◉ 党建+资产先锋
◉ 党建+五星支部

创新

◉ 创新打造“基金＋招商＋基地”合作模
式，盘活存量资产；
◉ 创新打造具有产业集团特色的“飞地经
济”模式；
◉ 创新打造“战略财务+业务财务+共享财
务”的财务管控新格局。

产业

◉ 引入国内大型上市公司或央企控股海
泡石公司；
◉ 推进弘茂湘莲与嘉博文公司的合作并
实现股改；
◉ 完成聚宝金昊混改，促使企业做大做
强；
◉ 拟与业内头部企业合作成立全资大数
据公司；
◉ 整合韶山红色资源，塑造业内有影响力
的红色教育培训品牌；
◉ 在污水处理、环境检测、环境监理等板
块上持续发力，拟与北京建工集团在土壤
修复、农田治理、海泡石药剂等方面合作；
◉ 尝试投资、并购水处理板块优质企业。

图说产业集团

公司大楼。

海泡石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效果图）。

聚宝大米生产线。

龙牌酱油灌装流水线。

湘潭鸟瞰。

中南地区首家全地埋式污水处理厂——湘潭河东第二污水处理厂。

曾佰龙 肖 畅 刘伊妮 宁 静

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集团”）履行“以党建为引领，以转型为导

向”的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务地方产业，服务实体企业，服务湘潭“１+４”特色产业体系、

“一谷三城”建设和“蝶变计划”，为在潭优质企业提供逾10亿元资金支持，实现了育企业、兴产业

的奋斗目标。

2019年，湘潭“产业项目建设年”吹响了冲锋的号角。湘
潭市委、市政府坚持“产业立市、工业强市”战略不动摇，紧紧围
绕“一谷三城”，大力实施“千百扶培”行动，产业链得到夯实，产
业发展稳中有进。1至11月，湘潭市“1+4”重点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9.3%，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了22.6%、15.3%。 湘潭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展
产业项目建设年以来，湘潭市的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产业活力有
效激发、创新动力得到增强，产业建设跃上了新台阶。”

2019年，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湘潭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湘潭市国资委的指导下，扛牢主体责任，
始终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助推区域
经济发展。自2012年6月挂牌成立，经过7年时间发展，产业
集团注册资本由1.5亿元增长到了20亿元，资产总额和年收入
实现跨越增长；项目建设从无到有，累计投资建设项目23个，完
成项目投资33.3亿元；参控股企业由最初的3家到现在的90
余家，累计股权投资53.54亿元。产业集团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快速提升，充满了昂扬的生机。

湘潭市委近期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经济

工作意义重大，号召全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持续深化“五大行动”，扎实开展“五个年”（“全面小康
决胜年”“产业项目攻坚年”“改革创新深化年”“营商环境优化
年”“担当作为落实年”）活动，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
赢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2020年，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将认真落实市委经济工作精神，育企业，兴产业。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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