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日前， 中国电信衡阳

分公司负责人一行来 到 祁

东县金桥镇枧桥村希望小

学 ， 为该校捐赠了

140

套

桌椅 、

8

张讲台 、

32

盏灯

和

16

台 电 风 扇 ， 并 对 用

电 线 路 改 造 更 新 。 近 年

来 ， 该分公司扎实推进精

准扶贫工作 ， 已向枧桥村

投入

10

万余元， 使村容村

貌进一步改善， 贫困人口持

续减少。

（

通讯员

张华）

▲

日前 ，

2018

年全国

铝铁盐核心企业研讨交流会

在衡召开， 会议主题为 “创

新工艺发展 ， 区域合作共

赢”， 这是我市首次举办该

化工 “峰会”。 本次会议主

要聚焦新工艺应对、 区域化

合作方式的探索、 铝铁盐行

业废渣处理及应用等课题，

对于促进整个铝铁盐行业协

调、 健康发展将产生重大推

动作用。 会议还部署了中国

无机化工百强企业系列排行

榜评选工作。

（

通讯员

高力）

日前， 600 多名来自全省各市州的经销商齐聚雁城， 参加湖南宏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订货会， 将该公司今年

产品预订一空。 近年来， 该公司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战略， 发展全屋整装， 大力推进转型升级， 不断开拓国内国

际市场。 其产品销往国内各大城市及东南亚、 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记者 邹红辉 摄

全市工商联主席、书记座谈会召开

凝心聚力舞活非公经济一盘棋

本报讯 （

记者

邹红辉）

日前 ，

市工商联召开县 （市 ） 区工商联主

席、 书记座谈会。 会议要求， 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充分发挥商

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凝心聚力舞

活非公经济一盘棋， 服务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

去年， 全市各级工商联在组织建

设 、 教育引导 、 建言献策 、 服务企

业、 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全市工商联会员已发展到

10659

个，

其中企业会员

8228

家 ， 团体会员

411

家， 个人会员

2020

名， 共有

366

家企业对接

443

个村， 实施扶贫项目

659

个， 投入资金

14.71

亿元， 帮扶

贫困群众

6.59

万人 。 在光彩事业方

面， 四城区配合市工商联积极参与 “文

明创建， 非公企业在行动” 系列活动之

“关爱环卫工人炎热送清凉”“资助困难

环卫工子女上学”活动，在抗洪救灾和捐

资助学中，各县（市）区工商联发动商会、

会员捐款近

1000

万元。

会议要求， 要加强对非公经济人士

的思想政治引领， 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充分发挥商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

用，不断加强工商联队伍建设，为推进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建设 “五个新衡

阳”贡献力量；要坚持政治建会，筑牢思

想政治基础；夯实团结立会基石，营造凝

心聚力干事创业氛围； 强化服务兴会宗

旨，推进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把握改革

强会方向，推动自身建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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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 68 亩的土地， 十年前， 年产值仅 1.8 亿元、 年利税约 200 万元、 员工 200 多人。

如今， 年产值 18亿元、 利税 7000多万元、 员工近 1000人———

“恒飞电缆”：“寸土”做出“寸金”

■

本报记者

邹红辉

日前， 在雁峰区召开的推进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 坐落于白沙

洲的 “恒飞电缆” 以其上年实现税收

7229

万元、 亩产效益

90

万元居全区

首位而获得 “亩产效益 ” 奖 。 这比

2008

年改制时年利税约

200

万元 ，

增长

30

多倍。 地还是这块地， 人也

还是这些人， 企业效益为何变成 “寸

土寸金”？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恒飞电缆” 占地仅

68

亩， 可谓

“弹丸之地”。 如何做大做强？ 公司领

导班子多年前即引入单位面积投入产

出比即 “亩产效益” 概念， 确定了围

绕效益调结构、 瞄准市场抓创新的思

路

,

开展了以效益为核心的调结构 、

抓创新竞赛。

多个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多年来， 该公司以效益为核心，

不断促进产品结构提质升级。

去年， 该公司的新型环保防火类

电缆关键技术的研究及产业化、 环保

型超低温特种信号电缆关键技术与应

用、 新能源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用

电缆、 薄壁轨道客车用电缆 （单芯、

多芯 、 多芯多对 ） 等项目获重大突

破， 分别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 首

批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

CQC

）

认证。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 过去国内外

大多采用的是氧化镁矿物绝缘防火电

缆或云母带缠绕的防火电缆， 该线缆

不仅生产设备依靠进口， 而且价格昂

贵、 生产成本较高， 在生产加工、 运

输、 敷设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受到极大

局限， 难以大规模普及使用。 对此，

该公司采用低烟无卤阻燃陶瓷化聚烯

烃材料作为防火层， 突破传统概念，

不但使耐温等级提高到

1800℃

， 而

且大大提高了电缆的柔软性和可储存

期， 同时具有阻燃、 无毒、 低烟高弯

曲度等特性 ， 材料性能远超同类产

品， 一举填补国内市场的空白。

近几年 ， 新能源汽车产业方兴未

艾， 开发与之配套的高端环保、 智能电

缆产品成为线缆行业的必然趋势。 该公

司针对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用电缆的

技术性能要求， 重点对电动汽车传导充

电系统用电缆中的电源线结构、 控制线

结构 、 辅流线结构等关键技术进行研

究， 实现对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用电

缆技术关键的突破和工艺难题的攻克，

成为国内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用电缆

领 域 首 批 获 得 中 国 质 量 认 证 中 心

（

CQC

） 认证的企业。 同时， 通过对高

分子聚合物的研究， 成功研制开发了高

性能的电缆绝缘材料 ， 产品具有散热

快、 载流量大、 尺寸小等特点， 大大提

高了装备的运行效率， 可广泛应用于高

速列车、 城市轨道等高端装备。

未来五年冲刺“双百亿”

与此同时， 该公司瞄准市场抓技术

创新， 做到市场需要什么就开发什么，

生产则做到投产一代、 创新一代、 储备

一代。

近

5

年 ， 该公司主要研发项目达

25

项 ， 投入技改资金

8.5

亿余元 。 其

中， 仅

2016

年、

2017

年， 技术研发支

出就分别达

5328

万元、

5350

万元， 均

占企业年度财务预算的

3.5%

以上 。 主

要用于研发轨道交通电缆、 矿用电缆、

火箭发射专用高温电缆 、 风力发电电

缆 、 光伏电缆 、 超高压电力电缆等产

品 ，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壮

大。

未来五年， 该公司将依托衡阳、 长

沙两个电线电缆生产基地， 实现双百亿

目标———百亿产值、 百亿市值。 董事长

何忠诚表示， 将把恒飞电缆品牌打造成

为国内一流的特种电线电缆专业品牌，

完成由单一产品生产向集设计、 研发、

生产、 安装、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

电线电缆企业转变。

让创投扶持“双创”跑出加速度

■姜明明

近一段时间， 创投行业利好消

息不断。 从证监会发布 “上市公司

创投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特别规定”，

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提高直接融

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 “把创业

投资、 天使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试点

范围扩大到全国”， 这些政策红利

为创投行业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应抓住这一机遇， 在扶持创新创业

中跑出 “加速度”。

近年来， 我国创投行业生态体

系日渐完善， 对促进大众创业、 万

众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社会上

对于创业投资也存在一些误解。 比

如， 认为创投行业属于虚拟经济。

不可否认， 创投属于一种金融投资

活动 ， 但其资本并非投向二级市

场， 而是直接投向企业特别是初创

期、 成长期的中小企业。 如果把创

投行业划归虚拟经济， 对于实体经

济发展有弊无利。 再比如， 认为创

投行业是一场 “蒙概率的赌博 ”。

创业往往九死一生， 投资于创业企

业的创投行业也存在较高的风险。

不少人把创投行业当成专业度不高

的赌博， 殊不知， 不同机构、 不同

投资人， 项目成功率、 收益率差异

很大。 因此， 当 “蒙概率” 成为人

们对创投行业的基本认知时， 其高

度专业化的价值创造作用将大打折

扣， 进而这些误解也在不知不觉中

影响着创投行业的健康发展。

当前， 我国创投行业正面临难

得的发展机遇。 创业投资、 天使投

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到全国， 可以

按照投资额的

70%

抵扣应纳税额

度； 上市公司创投基金股东减持股

份特别规定， 在考虑投资质量的基

础上， 推出反向挂钩政策。 这些无

不预示着创投行业春天的来临。 不

过， 在引导资本脱虚向实， 进而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 创投行

业的发展还面临一些掣肘。 比如， 国

内金融机构资金流向主要由短期融资

组成， 难以投入到没有风险闭环的新

兴产业中。 又比如， 以政府和国有平

台为主体的投资中， 有不少投向了非

经营性资产， 投资拉动的边际效应逐

步递减， 效率逐步降低。

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更好地扶

持创新创业， 除了监管部门开展更多

制度创新之外， 客观上还要求创投行

业自身提升发展质量。 一是注重创投

企业品牌化。 提升传统产业， 发展新

经济， 需要培育一批优秀本土创投企

业。 二是注重创业投资专业化。 将更

多投资转向专注于未上市企业、 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项目。 三

是注重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事创业投

资的投资主体多元化， 创投机构组织

方式多样化， 这是创投行业良性发展

的条件。 四是注重投资机构国际化。

在融合与协同中不断向前， 本土创投

机构到海外投资已是大势所趋。 五是

注重管理团队精英化。 创投行业是智

力密集型的精英行业， 需要培育更多

的高素质、 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 六

是注重市场运行信用化。 推动创投机

构优胜劣汰， 在这个过程中， 一批信

用记录、 专业能力和投资业绩差的机

构将被淘汰。 七是注重管理和服务法

治化。 提升监管的科学水平， 用法律

和制度的力量， 护航创投行业的有序

健康发展。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

发展的重要力量， 助推创新创业的资

本规模，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

乃至一个国家创新创业的成长速度。

在新时代的奋进号角声中， 创投行业

需要勇敢地、 理性地加速变革， 为中

国创新跑出 “加速度 ” 贡献更多力

量。

商 论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