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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编发简报，专题推介贺胜金融小镇

“中禾资本”投资效应现象。
一个在贺胜金融小镇注册落户的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中禾资本，用不到2年的时间，
实现资本盈利了，企业做强了，地方受益了。

三方共赢是如何实现的？这背后就是
资本的力量。

沿着时间轴线，可以理清这家基金公
司的投资脉络——

2015年11月，中禾资本出资4800万，
以总体估值 1.6 亿元收购了咸宁海威
30.031%的股权。

2017年5月18日，咸宁海威复合材料
制品有限公司与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总体估值5
亿元的价格将71.7%股权转让。

2017年6月26日，通过股权转让，咸宁
海威股东在咸缴纳个人所得税3843万元。

不难看出，通过咸宁海威的股权退出，
中禾资本以总体估值5亿元的价格将全部
持有的咸宁海威股权转让给洛阳隆华节能
公司，相比2015年4800万元的股权投资
获得了近2倍的超额收益。

中禾资本通过对咸宁海威的投资获得
了利润，赚了个盆满钵满。可谓一赢。作
为一家专注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更加坚定了投资咸宁的信心。

通过股权投资，咸宁海威的股权结构
得到优化，决策质量与效率的提升对企业
发展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可谓二赢。

目前，该企业正在整合外部科研、渠道
以及人才等资源，协助公司与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工程大学等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
平台。同时，组建“武汉研究院”，加强公司
的科研实力，搭建能够涵盖各大船厂、专业
研究所的销售网络。

中禾资本与咸宁海威的成功结合，作为“孵化器”的咸宁也收获
多多。这就是三赢。

股权退出为咸宁高新区带来大笔税收收入，并购方洛阳隆华节
能将设立专门的研究中心以及检测与数据中心、健全和扩大销售网
络，将咸宁海威打造为高性能复合材料在船舶与海洋工程应用的军
民融合平台，为咸宁发展提供了有效动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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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
讯员甘林芳报道：“不仅水泥公
路通到了家门口，危险地段还
设置了安全防护栏，村民生活
日益改善。”6日，在外打工多年
的崇阳县路口镇柳林村村民潘
灿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交通大
变化感慨不已。

近年来，崇阳以“四好农村
公路”示范县创建为抓手，围绕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
村公路的目标，大力提升农村
交通公共服务水平，着力推进

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
该县按照“好中选好、优中

选优”和“经验突出、可推广、可
复制”的原则，以点带面，全面
推进，确保在2017年创建100
公里的“四好农村路”示范路，
建成全省“四好农村路”建设示
范县。

截至目前，该县累计投入
交通资金近2亿元，硬化改造农
村公路400多公里，新改建危桥
20座，实施安保工程600公里，
全面实现了“村村通”。

崇阳创建农村公路示范县

本报讯 记者程慧、特约记
者陈卫民、通讯员程良万报道：
火红的八月，招商的热潮。连
日来，两个重点项目的顺利签
约牵动着46万通山人的心。

7月 30日，县长陈洪豪赴
广东招商，与广东佛山卓尔百
匠文仪家具有限公司签订了10
亿元的项目投资协议。

8月1日，县委书记石玉华
与中广核新能源湖北分公司洽
谈合作项目，投资70亿元的大
幕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顺利签
约。

除了投资额度大、覆盖面

广，两个项目均属绿色产业。
佛山卓尔文仪通山竹木加工生
产基地即将在通山县开发区开
工建设，年产值可达16亿元，建
成后，将为全市三大百亿产业
的发展添薪加火。

而大幕山抽水蓄能电站位
于黄沙铺镇境内，总工期6年
半，初拟装机容量 1200MW。
该项目建成后主要承担湖北省
电力系统调峰、填谷、调频、调
相、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对于
开发湖北省绿色能源项目、调
整能源结构、提高电网运行性
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山瞄准绿色产业招大商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二六”重要讲话精神

湖北日报评论员

喜迎十九大 创造新业绩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员徐
多、陶然报道：11日，全市“百企帮百
村、脱贫奔小康”精准扶贫行动现场
推进会在崇阳召开，省工商联副主
席、党组成员赵序沨，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吴晖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
常委、统战部长周勇、副市长汪凡非
出席会议。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36家企业
结对帮扶220个村，其中192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已实现全覆盖。目前，全
市完成万企帮万村台账管理系统数

据库的企业有149家，覆盖201个村，
共上结对帮扶项目290个，累计投入
资金4.15亿元。

赵序沨对我市扎实推进“百企帮
百村、脱贫奔小康”精准扶贫工作表
示高度肯定。他说，咸宁扶贫工作接
地气，“百企帮百村、脱贫奔小康”活
动有态度、力度、深度和广度，是值得
推广的好经验。希望广大民营企业
家再接再厉，继续为打赢扶贫攻坚战
奉献自己的力量。

吴晖要求，在充分认识推进“百

企帮百村 脱贫奔小康”精准扶贫行
动的重要意义同时，还要用足够的
耐心和韧劲来对待“三农”工作，做
好攻坚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要结合企业现状和贫困村的实际，
精准锁定帮扶目标，形成清单，提高
帮扶力量精准度；各级党委政府和
相关部门，要为推进“百企帮百村”
行动树立正确导向作用，加大对民
营企业家的教育引导、组织动员和
服务力度，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目标早日实现。

会前，来自各县市区的300余名
会议代表观摩了崇阳县铜钟乡大
岭、坳上和金塘镇畈上村的结对帮
扶成果。

会上，通报了20家咸宁市“百企
帮百村 脱贫奔小康”精准扶贫行动
表现突出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名
单；签订了咸宁市“百企帮百村 脱贫
奔小康”精准扶贫政银对接战略合
作合同；参与结对帮扶贫困村民营
企业6家典型代表在会上作经验交
流发言。

全市“百企帮百村、脱贫奔小康”精准扶贫现场推进会要求

用足够耐心和韧劲对待“三农”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
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
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旗帜引领方向，道路决定
命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

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
讲话精神，就要深刻认识我们党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
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
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进
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
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新境界。（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
上午，2017年咸宁市文化产业项目推
介洽谈会在温泉成功举办。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致辞，
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雷文洁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主持。

丁小强在致辞中介绍咸宁文化
产业发展情况。近年来，我市充分挖
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以

“大文化、大旅游、大健康”为龙头的
现代服务业，连续举办八届国际温泉
文化旅游节，规划建设“一城十区二
十景”，着力打造一批富有特色和影
响力的文化产业基地，推动文化与资
本、文化与产业、文化与城市建设融
合发展，加快推进文化大市向文化强

市跨越。五年后我市以三大产业引
领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将达36%以上。

丁小强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是一座城市生命力与竞争力的重
要体现。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把
咸宁丰厚的文化资源利用好彰显好，
既是新常态下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
然选择，也是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
希望广大企业家朋友深入考察项目、
积极协商洽谈、实现合作双赢。市
委、市政府将积极打造良好的环境，
竭尽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
大家在咸宁放心投资、安心创业。

雷文洁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咸宁
文化产业发展。她说，咸宁高度重视

文化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出台了相关
政策，优化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是
创业的天堂和发展的沃土。省文化厅
将努力聚集全省文化产业的力量和资
源，进一步搭建服务平台，创造更好的
政策和服务环境，支持咸宁早日实现
大文化产业发展目标。希望广大企业
家和投资者把握机遇，捷足先登，把咸
宁作为一个投资发展的新天地、新空
间。希望咸宁市进一步加大对已洽
谈项目的跟进力度，争取让更多的项
目在咸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促进
咸宁的文化产业发展得更快更好。

推介洽谈会上，武汉斗鱼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光谷创意产业基地、湖
北视纪印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博润通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琴岛文化娱乐传播有限公司等5家企
业介绍了前沿文化产业发展动态及
先进理念。梓山湖生态科技新城管
理委员会、咸宁城市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咸安区政府、赤壁市政府
代表就各自文化产业项目进行了现
场项目推介。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和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光
谷创意产业基地和咸宁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现场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省文化厅副厅长陶宏家，市领导
张方胜、闫英姿、刘复兴、杨良锋、吴
鸣虎，以及50余名省内知名文化产
业、金融企业代表出席推介洽谈会。

我市举行文化产业项目推介洽谈会
斗鱼网络科技、光谷创意产业基地现场签订框架协议

10 日，在通山县燕厦乡理畈村地面光伏发电
站，当地村民在为电站除草。

该电站由通山中电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开
发的新能源项目，总投资7.0451亿元，总装机容量

100MWp，是目前华中地区最大的光伏电站。
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1亿度，上缴利税达

2500万元，同时可为燕厦乡精准扶贫光伏发电产业
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当地居民形象地称之为“光

伏蓝板板，致富金罐罐”。
目前，该电站部分建成的太阳能板已并网发电。
记 者 张大乐 特约记者 李江湖
通讯员 朱丽莹 摄

光伏蓝板板 致富金罐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