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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建生

前不久 ， 中科招商华南总部与宁乡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 双方决定共同发起设立 “中科楚沩
基金 ”， 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 对具有
高成长性的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和战略并
购等 。 这是我省在风险投资领域取得的
积极进展。

风险投资是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融资
难问题 、 推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的有效途径。 为了推进风险投资的进
一步发展， 近年来国家和我省出台了一系
列的法律、 政策和措施， 也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 但当前依然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问
题， 使得我省风险投资步履维艰。

美雅投资模式的启示

9月中旬 ， 记者来到位于汨罗市的汨
罗鑫祥碳素制品有限公司采访。 公司董事
长黎应和谈到公司的发展时 ， 很激动地
说 ： “我们公司能在9个多月的时间里 ，
就实现了快速扩张和新技术的产业化， 完
全得益于湖南美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风
险投资。 没有美雅公司的风险投资， 我们
公司至今还在困境中挣扎。”

记者了解到 ， 鑫祥公司原是一家集
体企业 。 1996年破产 ， 后转制为一家民
营企业 ， 主要业务就是采用废旧碳素材
料加工生产非标准石墨异型制品 。 到了
2006年， 公司开始利用汨罗本地再生资源
市场的高硫重油焦渣为原料， 进行连续石
墨化增碳剂的生产工艺的研发。 经过与多
家科研院所联合进行4年多的研究试验 ，
克服重重困难， 到2009年10月终于获得成
功 。 2010年4月 ， 该项目通过了中国工程
院学部委员、 钢铁研究总院李正邦院士主
持、 中国碳素行业协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
定， 该项目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与国
内同行业目前的生产工艺相比， 该技术节
电达72%以上， 减少污染排放95%以上， 节
约水资源80%以上 ，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
具有很大的盈利空间。

但是， 由于这项技术难度非常大， 公
司在4年多的时间里 ， 先后进行了12次投
产试验 ， 投入资金 2000多万元 ， 使得企
业负债累累 。 虽然有了成熟的技术和广
阔的市场 ， 却不但没有资金扩大生产规
模， 甚至连维持生产都出现了资金困难 。
由于公司接近资不抵债 ， 银行也无法给
予必要的贷款 。 为了走出难关 ， 黎应和
到处寻求投资的对象 ， 虽然前来谈判的
投资公司不少， 但最后都没有结果。

就在黎应和陷于资金困境的时候 ，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湖南美雅资
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 美雅公司是一家民
营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 ， 成立于2008年 ，
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人民币20亿元， 几年
来对中小企业进行了风险投资， 并为中小
企业提供融资的能力 ， 取得良好的效果 。
这次在了解到鑫祥公司的情况后， 迅速做
出反应。 公司董事长秦跃派出一支强有力
的技术和财务人员队伍， 来到鑫祥公司进
行实地考察 ， 并用了7个月的时间 ， 到全
国各地考察调研。

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后， 美
雅公司迅速作出投资鑫祥公司的决定 。
2010年12月7日， 美雅公司与鑫祥公司签署
了战略投资的协议， 美雅公司并承诺除资
金投资外， 还将在人事、 财务、 生产、 市
场、 信息管理等方面， 给予鑫祥公司全方
位的服务， 为企业制定了一整套企业管理
体系 ， 从而使鑫祥公司迅速走出了困境 ，
实施了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战略， 目前
正在建设10条高品质石墨增碳剂生产线 ，
5条锂离子电池石墨负极材料生产线 ， 10
座竖式高温连续石墨化炉。 项目建设今年
10月可全部完成 ， 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
亿元以上 ， 利润 6000万元以上 。 企业也
陆续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 国家中
小企业科技创新示范项目 ， 并被国家工
信部确定为石墨化增碳剂国家行业标准
制定单位 。 今年8月 ， 在美雅公司的帮助
下 ，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为鑫祥公司贷款
6000万元 。 同时 ， 还引来了全国众多的
战略投资者 。 鑫祥公司已进入发展的黄

金时期。

进一步改善风险投资的环境
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

风险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
域 ， 旨在促使高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 、
产业化 ， 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
过程 。 它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 促
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新技术的产业化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早在 1970年 ， 美
国的风险投资就迅速兴起 ， 如微软 、 雅
虎等高科技公司都是通过风险投资发展
起来 ， 最后上市的 。 目前美国的风险投
资机构近2000家 ， 去年投资规模高达600
亿美元 ， 约有1万个高科技项目得到风险
资本的支持 。 而我国则起步较晚 ， 只是
近10来年的事情 。 而我省则处于起步阶
段， 但前途广阔。

据有关专家介绍 ， 风险投资与股权
投资不完全相同 。 风险投资虽然也是采
取参股的方式对企业进行投资 ， 但风险
投资主要是针对那些初创时期 、 没有资
金实力的企业 ， 而股权投资主要是针对
那些具有一定的规模 、 并处于扩张期 、
甚至即将上市的企业 ， 所以一个是雪里
送炭 ， 一个是锦上添花 。 此外 ， 股权投
资时间较短 ， 收益较快 ， 且风险相对较
小 ， 而且投资的对象也大多数是风险较
小的传统产业。 所以， 股权投资公司目前
在我省发展较快 ， 运作也较为成功 ， 如 ，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就是我
省第一家省级创投机构， 已经成功投资了
博云新材 、 唐人神 、 中南传媒等多个项

目。 据省地方金融证券办统计， 目前我省
涉及股权投资的机构已有近300家 ， 管理
资金规模超300亿 。 最近三年 ， 湘企获得
的股权融资超过100亿 ， 一大批湘企在股
权投资的带动下走上了资本市场。

然而在股权投资快速发展的同时， 我
省的风险投资却相对滞后 。 到目前为止 ，
全省风险投资机构不到100家 ， 投资规模
也不大， 投资成功的当然不少， 但失败的
案例也很多。 分析其中的原因， 就投资环
境来说， 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困难。 一些
风险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我国风险投资公司基本上都是民营企
业， 在资金募集、 税收优惠等方面， 与发
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着政策上的差别。 因
此 ，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加大改革的力度 ，
为风险投资公司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和法
律环境， 并出台有关鼓励风险投资的奖励
政策， 目前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 那些初创时期的中小企业， 虽
然具有科技创新的能力， 甚至具有一定的
先进技术和工艺， 需要得到风险资本的支
持 。 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经验 ， 信息不通 ，
在寻找风险投资机构的时候 ， 经常会碰
壁， 例如有些企业找到的并不是风险投资
机构， 而是一些风险投资的代理机构， 他
们会收取一定的佣金， 但对结果往往不负
责任。 即使一些初创企业自己找到了真正
的风险投资公司， 但往往被要求先递交一
份计划书， 这样就会使这些初创企业担心
核心技术的泄密问题， 而难以顺利与投资
公司进一步交流。 对此， 政府应出面建立
相应的信息平台， 为这些企业传达有用的
投资信息， 使初创企业和投资机构得以顺
利沟通。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 目前我省中小企
业发展很快， 不少企业都具有相当强的科
技创新能力， 但由于很多企业都处于事业
的初创期， 资金极其缺乏， 急需得到资金
的支持。 但是由于这些没有资产和资金的
实力， 很难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 很多企
业不得不走上民间借贷的道路， 要付出很
高的利息才能借到一点企业急需的资金 。
但由于利息太高 ， 企业效益一时难以显
现， 结果这种民间借贷成为了饮鸩止渴的
危险行为， 很多有发展前途的中小科技企
业陷于困境甚至倒闭， 这一情况应该引起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要采取一
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 改善风险投资的环
境， 提高风险投资机构的素质和科学决策
的能力以及管理水平， 以支持和鼓励民营
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 从而推动我省中小
科技创新企业的进步， 这是当前急需解决
的重要问题。

风险投资大有可为
———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调查和思考

科力远股票继续停牌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7日刊登公

告， 表示因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在继续完善
中， 科力远股票将继续停牌。 同时表示， 公司股
票预计将在9月29日前召开董事会披露重组预案后
恢复交易。

酒鬼酒定向增发申请获批
据酒鬼酒近日公告显示， 该公司已于9月21日

收到证监会 《关于核准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38万股A股新股。

（本组稿件由 秦慧英 蔡密密 整理）

华泰人寿荣登
2011年卓越雇主榜
日前， 《财富》 杂志与全球咨询服务公司韬

睿惠悦合作评选的 “卓越雇主———2011年中国最
适宜工作的公司” 榜单揭晓，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并成为获此殊荣的20家知名
企业中唯一一家保险行业公司。

自 2003年 开 始 ， 每 两 年 一 次 的 “卓 越 雇
主———中国最适宜工作的公司” 调查， 已经成为
中国大陆市场上参与公司最多、 影响最大的雇主
调研之一。 该评选系采用韬睿惠悦2011年最新的
员工态度调查问卷， 根据各家参与企业 “敬业度
指数” 等得分甄选出 “卓越雇主”。 韬睿惠悦在调
查结果中表示， 华泰人寿良好的组织氛围和工作
效率， 有助于员工充分施展才华； 其完善的绩效
管理体系， 能让员工清晰地了解公司、 团队和自
己的目标。

■财经聚焦 ■财经资讯

9月15日， 2011年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本报记者 谢婉雪 摄

三一重工
暂停H股上市计划
三一重工近日宣布， 由于市况波动， 暂时搁

置筹资规模至259.7亿港元的H股上市计划。 三一
重工并未设定新的上市时间表， 但有接近承销团
队的人士称， 该公司管理层将按计划完成全球巡
回推介， 一旦市况好转， 将赶在财报有效期内重
启首次公开发行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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