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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新格局 创投创投赢未来赢未来
——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为常德经济高质量发展“加油”

周勇军周勇军 姜鸿丽姜鸿丽 刘刘 兵兵 张张 霞霞

堤柳渔歌堤柳渔歌，，烟柳吐翠烟柳吐翠。。一湖形似柳叶的碧水环卧洞庭湖西滨一湖形似柳叶的碧水环卧洞庭湖西滨，，自古便有诗豪刘自古便有诗豪刘

禹锡为其写下禹锡为其写下““晴空一鹤排云上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壮美诗篇的壮美诗篇。。

暮去朝来暮去朝来，，时序更替时序更替。。从农耕社会的古韵诗情驶向现代经济的发展蓝海从农耕社会的古韵诗情驶向现代经济的发展蓝海，，常德常德

又踏着激昂奋进的鼓点又踏着激昂奋进的鼓点，，大笔写下开放发展的时代篇章大笔写下开放发展的时代篇章。。

近年来近年来，，常德市委常德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践行省委践行省委、、

省政府省政府““创新引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开放崛起””的战略部署的战略部署，，深入推进深入推进““开放强市开放强市、、产业立市产业立市””，，积极推积极推

进金融改革创新进金融改革创新，，并由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联合清科集团成立柳叶湖清科基并由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联合清科集团成立柳叶湖清科基

金小镇金小镇，，将金融活水引入实体经济将金融活水引入实体经济，，打造创投活跃城市打造创投活跃城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推动常推动常

德经济高质量发展德经济高质量发展。。这种敞开胸怀这种敞开胸怀、、瞄准航向的通达前行瞄准航向的通达前行，，如同一粒种子从土壤中如同一粒种子从土壤中

迸发迸发，，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为发展势头强劲的常德擘画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为发展势头强劲的常德擘画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考察时提
出湖南“一带一部”新定位后，湖南
省委、省政府瞄准“主攻方向”，科
学地提出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的战略部署，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拉开了新湖南开放崛起的发
展大幕。

省委书记杜家毫来到常德调
研时曾指出：“常德要探索走出一
条湖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努力
成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亮丽明
珠。”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也曾
对常德的发展提出：“要求真务实
干出实绩，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时不我待，奋楫前行。常德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者带领常德600
多万人民，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瞄准主攻点，加快融入长
江经济带和洞庭湖经济生态区，主
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承接产业转
移，吹响了“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的号角，改革创新、担当奋进、真抓
实干，拼出一条产业发展的新路
径。

发展产业，如果找不准方向，
就容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新时代新经济，资本驱动创新发
展。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必须有金
融活水的滋润，才能实现点石成金
的产业梦想。为此，常德市委、市
政府决策者高瞻远瞩、超前谋划，
创新发展，决定成立基金小镇，实
行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促进资源
在更广阔的空间流动配置，帮助企
业做大做强，实现弯道超车，助推
常德经济高质量发展。

然而，常德既不靠海，也不沿
边，缺乏金融支撑，其产业结构不
平衡、实体经济动力不足，没有股
权融资氛围。统计显示：常德142
家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有股权融资
需求的只有 35 家，占比 25%。推
进基金小镇建设困难重重，甚至出
现“贪大求洋”的质疑声。

实践再一次证明，每一次经济
社会的大发展，无不是以思想大解

放为先导。推进基金小镇建设的
过程，就是一次解放思想的过程。
面对质疑，常德市委坚定开放的决
心：“如果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就
会被历史和社会无情地淘汰。解
放思想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源。一个地方，唯有与时俱进、解
放思想，兼容并蓄，坚持主动开放、
双向开放、全面开放，才能与时代
同步、与人民同行，才能在破解新
难题、解决新矛盾中有所创新创
造，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常
德市委、市政府改革创新，破冰前
行，顶层设计基金小镇，将其纳入

“产业立市三年行动计划”内容，纳
入发展新经济新金融的重要工作，
并出台支持基金小镇发展的“三无
六有”优惠政策。2017年10月16
日，常德市政府主要领导奔赴北
京，与清科集团董事长倪正东洽
谈，双方决定共同成立一支母基
金，致力打造金融新高地、资本聚
集区、实体动力场，打造创投活跃
城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打造对
外开放合作的新门户、新窗口。倪
正东每当回忆起与常德合作时，赞
叹不已：“常德开放的思想超乎我
们的想象，常德的开放已经迈出了
一大步。”

把握机遇、奋发作为。最终，
基金小镇落户生态宜人、风景秀丽
的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由柳叶湖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筹集专项资金，并
抽出精兵强将组成团队，全面运
营、管理、服务基金小镇。柳叶湖
旅游度假区充分发挥资源丰富、要
素成本低、承载空间大等比较优
势，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借力谋
势，补齐开放“短板”，搭好发展“跳
板”，重点打造金融管理创新区，完
善了柳叶湖以文化旅游、生命健康
为核心、以金融和大数据服务为特
色的“两主一特”产业布局，为柳叶
湖乃至常德打开了未来发展的机
遇空间。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
见影。“开放强市、产业立市”不是一场“百米赛”，
而是一场“马拉松”，比拼的不是瞬间的精彩，而
是全过程的稳健。相比经济发达城市，常德经济
体量较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不足的问
题，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在建设和
运营基金小镇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久久为功、循
序渐进，既“慢不得”，也“急不得”，更不简单地换
算投入产出比。他们创新担当、统筹发展节奏，
致力种好这块金融“试验田”，为常德经济高质量
发展贡献出柳叶湖的澎湃力量。

基于这样的发展现实，柳叶湖清科基金小
镇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基金小镇必须经过 5
年培育和发展，走向成熟的稳健发展计划。届
时，基金注册将达 100 支以上，基金管理企业
达到 50 家以上，基金管理总规模达到 1000 亿
元，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的重要支撑。

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紧扣产业立市三年
行动，创新引进基金，加快基金集聚。该镇打
造“一站式”创新服务，不断提高办事效率，缩
短注册流程，并开通北京、深圳服务中心，吸引
湘投军融、嘉山越秀、兴湘财鑫、南粤七星、清
科小池、大湖私募等一批投资机构落地落户。
特别是疫情期间，一些投资机构的落地计划受
到影响。为做好投资机构落地工作，助推地方
金融发展，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携手清科创新
中心，创新服务方式，开展线上政策云解读，并
推出“一张表格、一天注册”，让投资机构足不

出户开展投资业务。优化流程，基金小镇基金
注册时间由原来 7 个工作日缩短至 1 天，近 20
项材料减为7项,基金注册实现一次都不跑、不
见面办理审批。这些有利举措让柳叶湖清科
基金小镇逆势飘红，疫情期间新引进9支基金，
基金管理规模达8.7亿元。

基金与本地企业的结合，碰撞出1+1>2的
亮眼火花。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坚持投融引
路，推进产融联动。他们全力助企出常，为常
德企业搭建全国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设立

“德企项目工场”，精选全市 145 家企业和项目
进入项目工场，并有针对性地举办“新能源”

“智能制造·大健康”等项目路演，邀请国内300
多家投资机构参会，为资本与企业架桥。与此
同时，激发机构直投活力，全力汇金入常。目
前已整合各类基金向金天钛业、响箭重工、金
富力、飞沃新能源等常德企业投资超 10亿元。
在 5月 20日至 22日举办的“基金沅澧行”集中
签约仪式中，常德 6 家企业共募集股权投资金
额 1.85 亿元，为企业引来金融活水，有力地推
动本地优质企业、新兴产业的发展。

一着妙棋，满盘皆活。柳叶湖清科基金小
镇引来金融活水，不仅优化了柳叶湖旅游度假
区的产业布局，还灌溉滋润着全市的实体经
济。位于常德高新区的湖南响箭重工科技有
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连日来，该公司正
加大马力生产，赶制臂架式混凝土泵车订单。
望着火热的生产场景，董事长阎军高兴地告诉
笔者：“我们危中觅机，今年订单有望超过 8 亿
元，第三期新厂区项目已着手启动，柳叶湖清
科基金小镇还为我们引来 8000 万元股权投
资，帮企业打通资本市场。这种股权投资可以
为企业提供战略、市场、资源的专业服务，加快
企业的上市步伐。”

经过短短两年的发展，柳叶湖清科基金小
镇的“试验”成效初显。据柳叶湖清科基金小
镇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小镇已累计入驻基金
和基金管理机构 73 家，资金管理规模达 227.8
亿元。基金小镇荣获“2018年度中国最具影响
力的基金小镇”“融资中国 2019年度中国最佳
基金小镇”，成为“2018 湖南金融力量”唯一上
榜的基金小镇，2019湖南金融普惠力量。

4 月 27 日，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
导入的慕恩生物微生物产业化项目，
正式签约落户津市。项目首期投资
1.2亿元，一期占地 50亩，建设内容主
要包括微生物肥料产品及配套生产
线、细菌类液体发酵产业化基地。该
项目得益于常德嘉山越秀生物医药与
健康食品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的基
金招商，该基金为其提供了2000万元
股权投资。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入驻
机构常德柳叶湖高鑫文创产业基金企
业也为慕恩生物融资500万元。

这是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加强
基金招商，加速产业集聚收到的实
效。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致力“金融
资本+科技人才+创新项目”的良性
互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常德经
济高质量发展激发了新动能。该小
镇与财鑫金控建立联动机制、与招商
事务中心建立对接机制、与各类基金
管理人建立互动机制，设立优质项目
库，全力汇聚资本、项目和技术，用资
本引技术、用技术招项目、用项目促
产业，实现精准招商。通过资本招
商，导入一批高科技高成长的优质项
目，华光源海、华诚生物等 7 家企业
落户常德，累计完成项目投资 3 亿元

以上，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总额超
20 亿元，带动就业 800 人、年税收贡
献 3亿元以上。

“开辟新赛道、拥抱新经济。”为了
通过基金招商吸引企业落户常德，优
化常德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下一
步，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还将与
清科集团和财鑫金控联合设立“清科
和德母基金”，由清科资管管理。该基
金总规模 10 亿元，首期规模 5 亿元。
同时，柳叶湖旅游度假管委会还增加
市场化抓手，再设立一支市场化母基
金——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新兴产
业引导基金”，总规模 10亿元，首期规
模 2 亿元。届时，这两支市场化母基
金，连同由常德产业基金管理委员会
管理、由市财政出资设立的常德市产
业发展基金，并驾齐驱，构筑起常德现
代金融产业生态体系的“四梁八柱”。
这必将在新经济时代，为常德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征程万里云鹏举，潮涌风劲正扬
帆。乘风破浪，一个常德版的“格林威
治”呼之欲出，激荡着洞庭湖畔一座城
市的裂变与新生，一张高起点、大手
笔、波澜壮阔的产业发展蓝图再也不
是遥远的梦想。

落下“关键子” 开放迈大步

引来一池水 种好“试验田”

开辟开辟““新赛道新赛道”” 拥抱新经济拥抱新经济

傍晚，夕阳映衬下的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生态宜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卜云摄）

2018年2月，柳叶湖清科基金

小镇揭牌，成为全省第二家、地市

级城市第一家基金小镇。
(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服务中心供图)

湖南响箭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组装车间一派
繁忙。该公司在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的导入
下，获得了 4家基金管理公司的 8000万元股权
融资。

2018 年 2 月，第二批基金管

理公司签约入驻柳叶湖清科基

金小镇。

远山如黛，碧水清

波。柳叶湖畔如诗如画

醉煞人。

▲

▲

前 言
近年来，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践行省委、省政府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市”，常德市委、市政

府引来金融活水，打造创投活跃城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推动常德经济

高质量发展。在常德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

管委会把握机遇、顺势而为，联合清科集团成立并全面运营柳叶湖清科

基金小镇，塑造“孵化+产业+基金+招商”的行业生态闭环，重点打造金

融管理创新区。两年多来，柳叶湖清科基金小镇已成为推动常德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推动着实体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面优

化，为常德的对外开放打开新窗口，为常德的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今

天，本报以《开放新格局 创投赢未来》为题，深入剖析柳叶湖清科基金小

镇赋能常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