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财政部门
将更好地发挥职能聚力增效，支持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11月29日，省财政厅
厅长石建辉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湖南作为中部省份，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石建辉称，落
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省财政近年来
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 大力减税
降费，切实减轻民营企业负担；充分发
挥财政精准调控功能， 调节引导金融
机构增加民营企业信贷； 建立财政激
励机制， 制定并落实技改奖补和研发
奖补办法，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升级；大
力发展产业，实施制造强省战略，推进
“135”工程建设，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
强；打破制度壁垒，拓展民营企业发展
空间。对民间资本投资关键民生领域
和具有稳定充足经营性收入的PPP
项目给予前期费用补助。

应该说，这些措施都收到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大家有目共睹：近年来，
全省民营经济转型提质步伐加快，在
经济稳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
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 全省上下正大力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加速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石建辉称，省财政将以
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 重点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聚力
增效，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不折不扣落实相关政策。贯
彻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确保民营
企业用足用好优惠政策；积极向中央
争取对我省的税收政策支持，促进我
省民营企业快速、健康发展。进一步
落实省里近年出台的相关政策，按照
“既承诺，就落实”的原则，全面细化、
规范、明确操作程序，多渠道筹措资
金兑现政策。

二是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财政职能为省委、省政府新出台

的各项政策积极筹措资金，并配合相
关部门完善配套措施，保证政策落实
落细。积极配合各相关部门梳理完善
有关政策，补齐政策短板，并进行不
断探索创新。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时
做到不缺位、敢为先、有作为。

三是精准施策破除融资“瓶颈”。
在为51个贫困县园区工业企业提高
贷款保证保险的基础上，省财政正在
研究出台“财银保2.0”，省县两级财
政按1∶1比例设立贷款风险保证金存
入合作银行，作为51个贫困县工业园
区内企业贷款风险保证金。通过建立
财政、银行、保险、担保等金融机构以
及贷款企业等多个主体参与的风险
分担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多渠道多方
式为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园区工业
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四是研究出台财政支持科技创
新的“科技十条”。统筹政策资金，支
持全面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中
小微企业发展； 加大创新成果奖励，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简政放权，优化
科研项目经费管理。

五是加大基金投入， 对接国家产
业基金。 省财政将进一步加大对政府
产业基金的投入力度， 支持其带动社
会资本按市场化方式投资我省的新兴
优势产业。同时，省财政将积极对接国
家基金， 争取引进国家层面的顶级项
目和资源，支持民营经济转型提质。

发挥财政职能聚力增效
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访省财政厅厅长石建辉

民营企业
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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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亮 张咪 刘晶晶 夏佩琼

临近年底， 株洲市荷塘区金山
工业园内， 湖南中良电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良电气”）显得格外忙
碌，工人们在加班加点赶制产品。

“今年营业收入达到7000万
元，是没有问题的。”公司总经理陈
文凯介绍， 目前公司已成为株洲市
成长最快的中小企业之一。

5年前，因经营不善，这家公司
曾停产近一年。 后来是如何走出困
境、重新站起来的呢？

中良电气创办于2009年，是几
名浙商从温州内迁的项目， 由于产
品单一，销路狭窄，至2012年下半
年， 企业基本处于关停状态。2013
年7月，在电气生产领域工作多年的
陈文凯与原公司股东胡中胜商量，
决定组建新公司，以求东山再起。

“中良电气不可能在标准产品
上与大企业竞争， 只能选择非标产
品研发，杀出一条血路来。对企业来
说， 只有先活下来， 才有机会强起

来。”陈文凯介绍，原公司主要生产
变压器，客户集中在外省，竞争力不
强，维护成本过高。

在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后，中
良电气跳出原来的生产领域， 向变
压器及高低压成套设备专业生产厂
家转变，并主攻非标产品。由于非标
产品每个项目需要频繁地进行现场
对接， 因此可以在本土形成明显的
竞争优势。

方向正确， 很快产生效益。“转
型” 当年， 中良电气营业收入便达
300余万元，实现盈利。此后，公司
以每年50%以上的增速发展。目前，
已成为一家研发、 制造油浸式变压
器、干式变压器、箱式变电站、高低
压成套设备等输变电产品的专业厂
家，年产能达到100万千伏安。

“以前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活，现
在想的是怎么强。”经过5年发展，中
良电气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公司架
构。但要想走得更远，还有许多问题
要解决。

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企业普

遍面临的难题， 中良电气曾因此失
去拿下更大项目的机会。去年，荷塘
区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上门走
访，陈文凯据实反映企业的困难。

陈文凯反映的问题引起荷塘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经过进一步调
研， 荷塘区形成了一个由区政府进
行风险担保的授信名单， 有78家企
业上榜，中良电气名列其中。

“银行主动上门，最高可贷500
万元，最快5天放款。”荷塘区企业服
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同时，为解决企业最为紧迫的人
才问题，荷塘区企业服务中心为企业
组织专场招聘会，今年已举办6次。

“公司每年都会进新人，现在已
由起初6人发展到50人。” 陈文凯
说，一批优秀人才的引进，为企业创
新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司已获
得6项发明专利、7项外观专利。

“下一个5年，中良电气将进一
步努力， 力争成为全省最优秀的配
电设备制造商。”展望未来，陈文凯
信心满怀。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黄利飞）今天，两家湖南民营上市公
司公告宣布“获援”：拓维信息获得
长沙首笔融资资金支持； 克明面业
将引入战略投资者湖南省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资管”）。

拓维信息公告披露， 公司实控
人李新宇近日与湖南信托签订《信
托贷款合同》， 湖南信托受长沙银
行、 长沙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麓谷
创业服务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委托，
拟向李新宇提供融资资金支持———
首期信托资金借款人民币1亿元。

公告称，本笔融资有利于纾解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资金压力。
此外，本次《信托贷款合同》的签订对
公司控制权、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克明面业披露的“获援”公告显
示，克明面业、南县克明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克明食品集团”）与湖
南财信金控集团下属的湖南省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三方协商， 同意以湖
南资管作为实施单位， 协同财富证
券、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湖南信托、吉祥人寿，与克明食
品集团和克明面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湖南资管拟受让克明食品集团

持有的部分克明面业股份。 克明面
业表示， 湖南资管成为公司的战略
投资者，将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促进
上市公司产业协同和升级优化；湖
南资管不谋求对克明面业的控制
权， 也不协助任何第三方谋求对克
明面业的控制权。

此前， 楚天科技宣布引进湖南
资管成为公司战略投资者， 合作模
式、内容与克明面业相似。

业内人士分析，从目前“获援”的
湘企来看，湖南省级和长沙市级层面
筛选受助企业，锁定的是“三优”原则：
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优秀团队。

湖南两民营上市企业获国资“驰援”
拓维信息获信托资金借款1亿元，克明面业拟引进湖南资管为战略股东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尹清源 ）今天，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通报保障性安居工程
最新进展称：截至本月底，全省各类
棚户区改造开工建设288023套，为年
度开工建设计划的100.71%，已提前
1个月完成全年任务，122个县（市、
区）均全面开工。

国家下达我省今年棚改任务
286000套 （含 城 镇 棚 户 区 改 造
279422套 、 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3412套、国有垦区危房改造3166套），
要求基本建成282019套（含棚户区改
造275567套、公共租赁住房6452套），

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入住50506套，发
放租赁补贴182208户。

至本月底，全省城镇棚户区改
造开工建设281445套，超额完成年
度任务 ， 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任
务 、 国有 垦 区 危 房 改 造 任 务 均
100%完成。 同时，加上过去累积任
务，已基本建成327414套 ，为年度
任务的118.81%。 公共租赁住房已
分配入住57789� 套，超额完成年度
任务。 租赁补贴发放仍在进行中，
至本月底全省已发放168315户，完
成率为92.38%。

我省今年初通过早部署、 早安

排、早督导，抓实抓好棚改这一重大
民生工程。为有效推动进度，省政府
还强化督察督办， 约谈了棚改进度
一度滞后的5个市（州）、8个县（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此外，长沙市棚改
坚持“四增两减”(增加公共绿地、公
共空间、配套设施、支路网密度，减
少居住人口密度、开发强度 )的公共
政策，同时坚持因地制宜，避免大拆
大建，留住街坊乡愁，不断提升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还被国务院办公厅
列入“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的
130项典型经验做法”，给予通报表
扬。

湖南提前完成今年棚改任务
至11月底已开建288023套，为年度计划的100.71%

活下来，强起来
———湖南中良电气有限公司的涅 之路磐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