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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营企业来
说，最大的需求是税收、奖

励、融资、社保等方面的政
策和资金扶持。”兰州和盛堂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夏祥
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只要这些

好政策落实到位，我们有信心把企业做
大做强。”

和盛堂是一家集中药材种植，药品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新
技术制药企业，拥有颗粒剂、胶囊剂、滴
丸剂等7个剂型37种医药产品，其中包

括当归腹痛滴丸等5个全国
独家品种和 1 个国家保密

配方产品。
民营企业座谈会

后，甘肃省在短短两
个月内出台了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
28 条措施和促

进 中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的

58 条措施，着力破解制约民营经济发
展的痛点、堵点、卡点和难点，力争以此
为切入点为民营企业注入新活力。

夏祥注意到，甘肃出台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28条措施中，特别提到要

“支持企业研发中药新产品、新饮片，
发展中药提取物、中药配方颗粒、养
生保健、中成药等产业。鼓励参与中
药配方颗粒科研生产先行先试。帮助
筛选临床疗效良好、质量安全、具有
开发潜力的中成药进行二次开发，提
升产品质量”。

“我们是一家以研发和营销见长的
民营制药企业，过去两年销售额和利润
都实现了 30%以上的增长。”夏祥说：

“下一步，我们会细细研究政府近期出

台的各种政策，加大力度开展陇药产品
研发。目前，和盛堂正与甘肃省内一些
企业、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研发项目，新
政策的出台将有力支持新药临床试验
工作。有了政策支撑，我们相信 2019
年业绩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在夏祥看来，当前的好政策还需
进一步落实，要有具体的配套办法和
实施方案。其中，他最关心的问题是
融资。“在甘肃，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
的融资大多为一年期短期流动贷款，
这对企业的正常运营影响非常大。”夏
祥认为，相比于短期贷款，大部分民
营企业更需要中长期贷款，希望有关
部门和金融机构一同发力，让政策红
利真正释放出来。

兰州和盛堂建议：

发放更多中长期贷款替代短期贷款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青岛三迪时空建议：

开发更多开发更多““轻资产轻资产””信贷产品信贷产品
本报记者 刘 成

青岛三迪时空
集团是一家3D打印平

台型企业，目前平台上已
聚集了近2000家3D打印

企业、12万家应用企业、300
多万个人会员，包揽了全国3D

打印行业客户的95%以上。
三迪时空董事长李培学告

诉记者，民营企业座谈会后，
山东省派出了高质量发展服
务队，青岛市也制定了具体

的财政税收政策，还通过开通民
营企业服务热线等举措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三迪时空正是
这些举措的受益者之一。

李培学坦言，为了企

业发展，该投资的时候不能手软，但大
规模投资必然导致企业资金紧张。“我
们最难的时候曾有5个月没有发工资，
是政府帮我们渡过了难关。”李培学告
诉记者，当时，青岛市即墨区政府先后
给予企业总部补贴资金、产业项目扶持
发展基金 3000 万元，还根据前期投入
奖补300万元。“就在这两天，青岛市即
墨区常务副区长鞠朝友还带着相关政
府部门以及企业所在地潮海街道负责
人到企业现场办公，解决具体困难。”此
外，青岛市经信委、科技局等部门也先
后给予数百万元的科技和技改扶持资
金。“这些扶持资金可谓雪中送炭，让我
们安全度过最艰难的时刻。这次，中央
提出要给予民营企业信贷支持，政策很

实很具体，已经有银行和我们对接了。
其中，青岛农商银行已基本确定给我们
授信1000万元。”李培学说。

不过，李培学也表示，尽管融资难
题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缓解，但依旧有不
小的提升余地。比如，银行贷款大多需
要以土地、厂房等不动产作为抵押，但
很多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偏向于轻资
产，仅有的资金也都投到科研上，很难
满足贷款条件。

“我们能理解，银行也要防风险、讲
收益，但科技型民营企业情况比较特
殊，尤其需要用包括信用贷款等创新

‘理气丸’通‘气血’。希望未来能有更
多适合创新型、科技型民营企业的金融
产品开发出来。”

成立于2010年的深圳市合一康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细胞
技术领域，是我国首家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并以免疫细胞治疗技术作为主营业
务独立上市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在谈及民营企业发展前景时，合一
康创始人兼总经理罗晓玲表示：“2019
年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前景光明。民营
企业座谈会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创新是合一康发展的动力源。自
成立以来，公司已投入研发经费超过
8000万元，技术队伍占公司员工总数
六成以上。“合一康之所以能坚持创新
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罗晓玲
表示，创新是深圳城市发展的名片，也

是深圳繁荣发展的基础。多年来，深圳
市从人才、税收、投融资等各方面不断
推出政策措施扶持企业创新发展。以
人才发展为例，深圳市推出的卫生医疗

“三名”工程、加强基础研究人才稳定支
持、实施杰出人才培育引进计划、给予
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建设人才
公寓等举措为企业创新稳定发展提供
了支持。

去年底，深圳市又出台了《关于以
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
施》，其中提出将推出“4 个千亿”扶持
政策，实施减负降成本、新增银行信贷
规模、新增民营企业发债、设立民营企
业平稳发展基金等一系列措施。“这一

系列举措能实实在在地为企业减负，让
我们特别安心。”罗晓玲说。

如何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罗晓玲认为，一项新型技术的研发与孵
化通常需要数年时间，其中的基础性研
究更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因此相比于短
周期的资金支持，更需要有关部门从战
略高度考虑问题，设立长期的高精尖研
发资金池。

同时，可考虑从人才投入、技术创
新、研发经费等多个纬度设立长期、可
持续的创新支持机制，根据研发实际进
度阶段性地开展项目考核，从根本上解
决企业项目研发资金短缺、后劲不足的
困境。

深圳合一康建议：

设立高精尖研究长期资金池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河北华兴宠物食品建议：

加大对初创企业资金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 开

“ 从 2005 年 投 资
70万元、占地8亩的小企

业，发展到今天注册资本
5000万元、年产宠物食品12万吨、

年销售收入8亿元的现代化企业，华
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的跨越式发展离

不开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引导
与支持。”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冀叶军说，民营企业座谈会让民营企
业吃下了“定心丸”，极大地鼓舞了民营
企业家的士气。

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所在的河

北南和县是农业大县。从上世纪90年
代开始，依托传统农业优势，宠物食品
产业异军突起。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南和宠物食品年产量达 70 多万吨，占
国内市场份额的60%。

冀叶军表示，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离
不开政府的引导。比如，随着民营经济
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用地问题日益突
出，已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在土地资源不宽裕的情况下，政府
优先将土地指标给了我们，帮助我们建
起宠物产业园。这体现出政府对宠物食

品及相关产业的大力支持。”冀叶军说。
目前，南和县从事宠物产业的民营

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为支持产业发
展，当地政府还出台了《加快宠物食品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
大力推动企业通过规模升级、品质升
级、品牌升级等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南
和县财政列支1.9亿元，成立产业发展、
产业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3只基
金，重点扶持宠物食品产业发展。

冀叶军坦言：“很多民营企业家都
是先在打工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进而

自己创业，成就一番事业的。他们中的
很多人对国家政策学习不够，因而迫切
需要有关部门重视民营中小企业孵化，
重视民营企业家的培训，多一些支持与
宽容，让有梦想、敢干事的企业家放开
胆子去闯。”

此外，冀叶军还建议，政府要特别
注重对初创期民营企业的资金支持，
比如进一步减轻初创期企业税赋，为
其提供小额担保贷款、水电暖补贴等，
让回乡创业、怀揣梦想的人有更大的
发挥空间。

图图①① 合一康技术合一康技术

人员正在做细胞处理工作人员正在做细胞处理工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和盛堂工作人员正和盛堂工作人员正

在包装药品在包装药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三迪时空技术人员三迪时空技术人员在调试在调试

工业级工业级33DD打印机参数打印机参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④④ 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华兴宠物食品有限

公司工人在包装车间内工作公司工人在包装车间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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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民营企业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支招——

持续发力破解民企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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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被称为现代社会的
“血液”。企业尤其是民营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很
多都集中在金融方面。
从经济日报记者近期走
访调研的情况看，民营企业
仍然感到“气血不通”，融资
难问题的诸多瓶颈亟待解决。

从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至
今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期望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彻底解决困
扰民营企业多年的融资难问题
显然不切实际。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
到，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金融服务和金融创新必须加快
步伐，帮助民营企业“通气血”
不仅是金融机构及相关服务机
构的本职工作，更是事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大局
的重要内容。

很多民营企业家把融资难
称为“融资的高山”。金融机构
是“翻山”的铺路者。没有金融
服务水平的提高、创新步伐的
加快，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就
找不到解决路径。

两个月来，各地各部
门都出台了不少措施，金
融部门也做了不少努力。
为什么民营企业依然感到

“融资的高山”横在眼前？从某
种意义上看，这可能与我们在
提高金融服务上的精准度不
够有关。在创新金融产品、服
务民企发展上，金融部门应该
多一些精准思维，认真研究民
营企业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
地 提 出 创 新 办 法 和 服 务 措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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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是发一发文件，开开会表个态就
算了事。会议精神要落实到一条一条的具体办法措施
上才能发挥作用。

地方政府是“翻山”的推动者。如今，许多地方都
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作为工作重点，金融服务应该是
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各地各部门应该摆正心态，不能
将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看作是为企业救急或帮忙，而是
要站在地区发展环境的高度来认识。

现阶段关键在于行动，首先是金融部门的行动。
唯有切实帮助民营企业解决“气血不通”的问题，才能
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推动民营企业在稳增长、稳就业
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