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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
有力量

湖南国资“驰援”民企再发力

湖南资管将成唐人神
第三大股东

不谋求对唐人神的控制权， 也不从事、
协助、配合任何其他第三方谋求对唐人神
的控制权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黄利飞）12月9日晚，唐人神
公告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唐人神控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以5.36元/股的
价格，将其所持有的唐人神5800万股股份协议转让给湖南省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资管”），转让总价为3.11
亿元。至此，湖南已有5家上市公司获得纾困资金援助，涉及资
金总额近14亿元。

公告称， 唐人神控股转让所得款项优先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解除质押的股票；这一举措预计将使唐人神控股的股票质
押率由目前84.33%，降低至约50%。

湖南资管表示，将充分整合现有业务资源，积极与唐人神
对接，根据唐人神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为其在产业整合及并购
重组等业务发展方面提供全面支持协作， 包括但不限于协调
财信金控集团及各子公司设立生猪养殖产业发展基金等。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 唐人神控股对唐人神的持股比例
由27.77%降至20.8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南资管对唐人
神的持股比例达6.93%，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湖南资管承诺，成为唐人神第三大股东后，积极支持唐人神
的正常经营管理；受让股份后，不谋求对唐人神的控制权，也不从
事、协助、配合任何其他第三方谋求对唐人神的控制权。

唐人神是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主营饲料、
肉品、 种猪等的生产与销售； 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近
11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近1.27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李茁 徐德荣

“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都是衡阳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改革开放
的重要探路者、 市场经济的重要活力
源。”12月上旬，衡阳市委书记郑建新接
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要坚定不
移把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
好，抢抓机遇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当前， 衡阳市民营市场主体已经达到
18万多户，是推动创新创业、促进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郑建新说，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激
励了民营企业家的“壮心”“雄心”，也增强了
衡阳市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心”“决心”。当

前， 非公经济已成为衡阳市最具活力的经
济增长点，撑起了衡阳经济的半壁江山，民
营企业已经成为衡阳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
一支力量， 将来也一定是衡阳经济高质量
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衡阳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都设身处
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不断强化政策支
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锻造最强
执行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只
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改革，切实为民营
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郑
建新说， 当前国家政策红利越来越多，衡
阳的金字招牌越来越响、发展基础越来越
实、发展活力越来越强、发展潜力越来越
大，衡阳民营经济未来大有可为。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任何时候都不容懈
怠。”郑建新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 明确提出要抓好6个方面
的政策举措落实， 衡阳市各级各部门将
逐一对照梳理，拿出具体的落实办法。

“一是要积极主动解读政策；二是要
指导企业用好政策； 三是要因地制宜出
台好政策。”他表示，将把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作为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的重要检验，倒逼责任落实、政策
落地，全面释放政策红利。

郑建新介绍，“钱、地、人”和环境容
量等问题，是各地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
破解的出路，一方面靠政府创新，另一方
面靠企业挖潜，要把企业的内生动力、市
场的资源配置能力、 政府的外部推动力

结合起来，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痛点”，
开出不同“药方”， 精准施策，“一企一
策”强化要素保障，解决具体问题。

“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郑建新说，
企业所盼的就是企业的痛点、难点，也是
希望政府改进并予以帮助的。衡阳将始终
秉持“‘领导重视’就是领导服务、‘领导关
心’就是帮企业省心”的为政理念，转变作
风抓落实，进一步优化服务环境、政务环
境、发展环境、制度环境、法治环境。

郑建新也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大
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把企业发展与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心无旁骛
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为衡阳建
设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最美
地级市贡献更多力量。

�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李牧天 彭姣）我省银行机构
持续深化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
务。记者今天从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获悉，
该行日前为富兴集团、新华联集团分别
成功发行债券融资20亿元、超短期融资
券10亿元，为湖南万容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1.4亿元授信。目前，该行对富兴集团
累计授信金额达77.2亿元， 对新华联集
团累计授信金额达157亿元， 是两家民

企的第一大授信银行。
今年以来， 民营企业在债券市场的

直接融资难度加大， 部分存量债券融资
余额较大的优质民营企业， 在债券到期
较为集中的月份和债券续发受限的情

况下，已出现阶段性的流动性紧张。在
此背景下，我省银行业加快推动“民营
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政策落地。中
信银行长沙分行出台了专项民营企业
授信政策和指导意见， 对于暂时经营

困难、仍有发展前景的优质民营企业，
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并量身定制
财务管理方案。

为精准滴灌民营和小微企业， 该行
还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业务结构的战略安排， 并借助中信
集团“金融+实业”的协同优势，搭建“融
融结合、产融结合”的联合舰队，提供全
周期、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缓解企业
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

用心用情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访衡阳市委书记郑建新

多家民营企业成功发行债券融资
富兴集团、新华联集团等获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