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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要闻 01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出席，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受邀参
加仪式。

此次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受邀参加烈士纪
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是党中央、
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原国务院扶贫办）等上级主管部委
对央企乡村投资基金近年来扶贫工作的充分
肯定和高度认可。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姜琳琳
代表基金参加仪式，她表示，作为一名脱贫
攻坚领域的基层员工，能够参加本次仪式，
感到十分光荣和激动，今后将继续坚守岗
位，牢记使命和初心，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自成立以来，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就以

服务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战略为己任，始终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扶贫工作决策部署，
聚焦欠发达地区特色产业，着
力提升扶贫带贫实效，有力支
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脱贫攻
坚，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成为服务国家脱贫
攻 坚 战 略 的 重 要 载 体 和 特 色
品牌。

2018年以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
受邀参加烈士纪念日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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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至21日，河南省遭遇极端
强降雨天气，多地被大水漫灌，防汛形
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
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
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
后有大疫”。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及投资企业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紧急行动，向河南支援专项资金、医疗防疫物资和生活基本保障物资。

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胡春华对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扶贫工作
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对央企乡村投资
基金紧紧围绕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广
泛吸引社会资本、支持欠发达地区产
业发展、闯出以工补农新路表示充分
肯定。2020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党
委书记、主任郝鹏同志专题调研央企
乡村投资基金投资运作情况，对扶贫
工作的成效表示高度肯定。2021年2
月，央企乡村投资基金管理人国投创
益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称号。

新阶段，新征程，新使命，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发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以更有活力的产业助力欠发达地区发展，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
投资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驰援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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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牧原集团捐赠
1亿元；九州通集团捐赠500万元现金和500万
元物资；投资企业明阳集团首批捐献200万元
现金和1,000万元物资；投资企业天士力中天
药业、国台酒业联合天士力公益基金会、天士
力医药商业公司捐赠药品及其他物资10,700箱
（价值约320万元）；心连心公司共安排310
余人次，提供了1万条抗洪沙袋，500条吨包，
两辆铲车；投资企业威马汽车提供车辆检测和
救援等服务；投资企业梯影传媒在全国30余座
城市2万多个电梯里播报抗灾情况。河南九州
为医院提供午餐，并安排车辆转移病人。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
极为河南抗击洪涝灾害贡献力量。

9月3日下午，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到隆平生物
调研生物育种科技创新工作，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黄卫，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周红
波，海南省副省长刘平冶，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中国科学院
院士李家洋等领导和专家陪同调研。

隆平生物总经理吕玉平博士向来访的领导及专家详细介绍了隆平生物的基本情况、
研发进展和发展规划等。他表示，隆平生物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扎根南繁育种基地，
利用海南省独特的气候优势，实现一年四季不间断生物育种及技术创新，在玉米等主粮作
物生物育种的关键芯片技术上已取得重要的研发成果。央企乡村投资基金第一时间入琼考
察，经过全面的调研论证，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控股投资隆平生物，全力支持生物育种研
发，助力打赢“种业翻身仗”。

王志刚部长充分肯定了隆平生物在生物育种研发方面取得的成绩。他指出，生物育种
是我国粮食安全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也是“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
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亟待实施的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项目。希望隆平生物从
国家急迫需要出发，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服务国家战略。

沈晓明书记对隆平生物的奋斗精神和优异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央企乡村投资

科技部部长和海南省委书记
调研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控股企业隆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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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大力支持海南省南繁产
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指
出，南繁育种事关我国种业
安 全 和 粮 食 安 全 ， 责 任 重
大，隆平生物作为扎根南繁
的生物育种龙头企业，要发
挥好央企股东背景优势和海
南省独特的区位优势，在“
种业翻身仗”中发挥更大作
用，为推进种业振兴作出海
南贡献。

科 学 技 术 部 重 大 专 项
司、农村科技司、社会发展司，海南省科技厅，三亚市有关领导，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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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投资企业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
车辆）创业板IPO上市仪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总经理王维东代表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作为中集车辆IPO战略投资者参加了此次上市仪式。

中集车辆本次创业板上市，发行股份约2.53亿股，发行价6.9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达
到17.58亿元，开盘价21元，上市涨幅达到201.72%，随着创业板的成功发行，中集车辆
也成为了A+H全球半挂车与专用车高端制造第一股。据《Global Trailer》数据，中集车辆
半挂车业务已连续八年销量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集车辆在混凝土搅拌车品类已经连续四
年国内销量第一，也是领先的专用车上装和冷藏厢式车厢体生产企业。中集车辆全面打造
的“高端制造体系”，将半挂车生产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变到了自动化程度更高的
模块化、智能化及环保化生产，不仅带动了自身的发展，也引领全行业生产方式的升级变
革。

此次，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战略投资中集车辆，将支持中集车辆在河南驻马店、甘肃白
银、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子公司壮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019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及冷链物流，要“稳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
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中集车辆下属挂车帮积极布局移动冷库及冷藏半挂
车领域，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将与挂车帮聚焦冷链过程中的两个“一公里”——“最先一公
里”和“最后一公里”，实现产地端与消费端高效协同，助力农产品上行，助力地区农产
品形成品牌效应。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将以此次战略投资为契机，与中集车辆在大物流领域开展更加广泛
的合作，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
战略投资企业中集车辆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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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战略投资的又一锂电正极材料龙头企业——贵州振华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新材，股票代码：688707）正式登陆上海科创板。振
华新材上市即受到市场热捧，开盘价58元/股，较发行价上涨393.61%。

8月 11日 ， 央 企 乡 村 投 资 基 金
战略投资的高效电池正极材料龙头
企业——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远锂科，证券代码
688779.SH）在科创板正式挂牌上
市。开盘即受资金追捧，收盘报价
23.17元/股，较发行价5.65元/股上涨
310.09%。

长远锂科是中国五矿新能源材料
业务骨干企业，成立于2002年，主
要从事高效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三元正极材
料及前驱体、钴酸锂正极材料、球镍
等。长远锂科是国内最早从事三元正极材料相关研发、生产的企业之一，经过多年技术积
累与产业化经营，目前在三元正极材料领域形成先发优势，已经成功进入宁德时代、比亚
迪、亿纬锂能、欣旺达等主流锂电池生产企业的供应商体系，根据GGII统计，2016-2019
年，长远锂科稳居国内三元正极材料出货量前两名，其中2016年、2018年位列国内三元
正极材料出货量第一名。

长远锂科公司的原材料主要是镍、钴、锰、锂等金属矿及初加工产品，公司的发展带
动了上游位于江西、青海、四川、广西等欠发达地区矿业及粗加工产业的发展，为欠发达
贫困地区提供了大量就业，贡献了可观税收。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此次投资长远锂科，支持其巩固与上游供应商的供需合作，将进一
步带动欠发达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
投资企业长远锂科登陆科创板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
战略投资企业振华新材登陆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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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新材成立于2004
年，专业从事锂电池正极材
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
客户提供新能源汽车、消费
电子领域产品所用的锂离子
电池正极材料。公司于2009
年在国内外较早完成镍钴锰
酸锂三元正极材料一次颗粒
大单晶材料的研发及生产，
目前已实现涵盖中镍、中高
镍及高镍全系列大单晶三元
正极材料的产业化生产及
销售。

振 华 新 材 凭 借 可 靠 的
产品质量在行业内树立了良
好的口碑，相继成为宁德时
代、孚能科技、新能源科技 (ATL) 、微宏动力、天津力神等国内知名电池生产企业的重要
正极材料供应商，并与之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2017年以来，央企乡村投资基金以债股结合的方式先后向振华新材投资2.11亿元，
助力其在贵州黔西南州的义龙锂电子动力电池三元材料项目建设，带动欠发达地区产业发
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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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乡村投资基金
投资企业亿利生态在

西藏建起了一片“科技林”

7月习近平总书记调研西藏时强
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西藏
地区海拔高，生态环境脆弱，成为制
约西藏发展和总书记最为关心的问题
之一。西藏那曲市，因没有自然生长
的树木，曾经是中国唯一没有树木绿
化的地级城市。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高度重视西
藏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问题，积极响
应总书记号召，投资亿利生态，在西
藏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在亿利生态的
不懈努力下，打破了那曲树木不成活
的“魔咒”。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
流媒体纷纷对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投资
企业亿利生态在西藏那曲市的艰苦创
业和突出贡献进行了报道。

2016年，在科技部和西藏自治
区政府的支持下，亿利生态派出成功

治理了库布其沙漠的“生态先锋队”，联合国内科研院所，开启了那曲高寒高海拔科技植
树攻关项目。

同时，亿利生态在常规种植方法中融合智能化技术，在开顶式增温温室技术、蓝钛膜
土壤增温技术、防紫外线雾化喷淋技术等先进科技助力下，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增强植物
抗寒抗风能力，降低紫外线侵扰，克服高海拔、强风力、贫土壤、低地温、大温差等一系
列难题。

到目前，8种树木成功越过5个冬天的严寒考验，平均保活率达75%，基地苗木保有量
约30万株。这一科技成果已在那曲的一些单位和地方得到了推广。2020年，那曲市科技
局、镜湖公园、儿童福利院、养老院等，开展了城镇庭院、道路和公园绿地绿化工作。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将牢记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带领
亿利生态通过各类科技手段，加快推广那曲科技植树的成果，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做出
更大贡献，让高寒高海拔地区的老百姓过上生态宜居的幸福生活，助力西藏地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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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专题节目《为农
业装上“中国芯”》，对位于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
及南繁科技城的发展与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报道。央企
乡村投资基金控股投资企业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
公司作为南繁育种基地生物技术研发代表企业，其负责
人吕玉平接受《焦点访谈》采访。

《焦点访谈》报道指出，隆平生物作为落户南繁
科技城的第一批生物科技企业，一直致力于玉米和大豆
等种源“卡脖子”技术的研发。目前，吕玉平的团队已
研发出多个抗性优良产品，并先后提交十余项国家发明
专利。

2021年6月16日，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控股投资隆平
生物。投资后，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在公司治理、运营管
理、股权激励、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隆平生物深度赋
能，为公司科研团队心无旁骛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
攻关、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全面保障。隆平生物也是央企
乡村投资基金继投资大北农生物后，在生物育种领域
的又一次重要投资。目前，国内生物育种领域有三家
头部企业，央企乡村投资基金已完成对其中两家企业的
布局。

央视《焦点访谈》
报道央企乡村投资基金控股投资企业隆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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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全称 项目简称 行业 所属片区 融资使用地 投资方式 总投资额
（万元）

1
影响力产业基金
（北京）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影响力
产业基金
（北京）

金融 无 用于乡村振兴
地区

股权
基金

189,500 

2 百济神州有限
公司 百济神州 医疗

大别山区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 

湖北-孝感-
孝昌县 股权 100,000 

3 贵州航天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航天电器
（定增） 制造 省级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 
贵州-贵阳-

花溪区 定增 20,000 

4 山东三星玉米产
业科技有限公司 玉米科技 加工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 大兴安岭南麓山
区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 

安徽-宿州-萧县
黑龙江-绥化-

青冈县
股权 30,000 

5 中广核风电有限
公司

中广核
（风电引战） 能源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 

内蒙古-兴安-科
尔沁右翼中旗 股权 100,000 

6 深圳市振华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振华新材
（战配）

制造
能源

滇桂黔石漠化区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贵州-黔西南-
安龙县 股权 1,162 

7 青海互助青稞酒
股份有限公司

青青稞酒
（定增）

快消品
生产

六盘山区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

四省藏区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 

青海-海东-
互助土族自治县

青海-海西-
德令哈市

定增 5,000 

8 首钢智新迁安电
磁材料有限公司 首钢智新 制造 无 河北 股权 10,000 

9 影响力种业产业
基金 种业基金 种业

肥料

四省藏区  
大别山区  

大别山革命
老区燕山-
太行山区  
秦巴山区  

陕甘宁革命老区

安徽河北河南
陕西青海

股权
基金

157,000 

10 首药控股(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

首药控股
（战配） 制造 无 山西-大同-

阳高县 定增 10,000 

完成决策项目情况 (2021.7.1-202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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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总投资额

81.8962亿元
央企乡村投资基金

完成投决项目

14个

序号 项目全称 项目简称 行业 所属片区 融资使用地 投资方式 总投资额
（万元）

11

影响力新能源产
业基金（北京）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影响力新
能源基金 能源

大别山革命老区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大别山区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 
燕山-太行山区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秦巴山区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 

河北-张家口-
沽源县

河北-张家口-蔚
县河南-商丘-民
权县河南-洛阳-
宜阳县湖北-黄
冈-武穴市重庆-

奉节

股权
基金

141,900 

12 中国华电集团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

华电资本
（增资项目） 金融

滇桂黔石漠化区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左右江革命老区

贵州-黔西南-
贞丰县 股权 50,000 

13 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桂东电力
（定增） 能源

 省级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 武陵山区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 

广西-贺州-八步
区广西-贺州-昭
平县广西-贺州-

钟山县

定增 2,000 

14
新疆钵施然智能
农机股份有限

公司

钵施然
（追加投资） 制造 新疆南疆三地州  新疆-阿克苏-

沙雅县 股权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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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简介

基金规模及出资人：

基金由96家中央企业参与出资，募资资金314.05亿元。未来将继续整合全口径中央企
业的市场化扶贫基金或资金，与中央企业的公益性基金组成基金联盟，基金联盟规模逐步
达到1,000亿元，统一品牌，最大限度地帮扶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基金性质：

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充分履行中央企业的政治责任
和社会责任，以中央企业出资为主，国家有关部门引导支持，统筹兼顾政策目标和市场原
则，通过市场化运作和灵活多样的投资方式，支持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

基金投向：

基金主要投资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特色种养业、旅游业、加工业、矿产资源
等）、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等，适当投资养老、医疗、健康等民生产业。优先
考虑吸纳就业人数多、带动力强的项目。

投资策略：

依托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规划，投资地方优势持色产业，加强与央企、地方投
资公司、大型产业集团、上市公司的合作，共同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投资；在政府支
持力度大的区域进行集中投资，推动区域产业发展；统筹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探索
产业投资与乡村振兴的有效结合；强化投后增值服务，培育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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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择原则：

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规划，选择具有区域特色、一定规模、管理比较规范、
可持续经营的企业。优先考虑有省市投融资平台参与，以及与央企、大型产业集团、龙头
企业、上市公司合作的项目。已建成企业净资产一般不低于5,000万元；处于前期阶段或
新设企业，股东各方共同拟投资金额不低于1亿元。

投资方式：

采用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子基金等方式。既可以对现有企业增资扩股，也可以合作
设立新公司。投资现有企业需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在不高于评估结
果的前提下协商确定股权投资价格。

管理公司：

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投创益）成立于2013年12月27日，注册资
本1亿元，为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企业，受托管理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
基金（原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大同贫困地区产业
能源发展基金、安康贫困地区科技产业发展基金和厦门创益盛屯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作为国内管理规模最大的影响力投资机构，国投创益是中央企业服务国家
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和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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