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感谢山西经济日报
社搭建平台，发起举办这次评
选活动！也感谢社会各界对
我们公司的关心关注和支持
鼓励！

中合盛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成立六年来，经营业绩逐年
提升，公司治理体系、治理能

力不断完善，在市场和行业内
的认可度大大提升。

多年来，公司有效发挥了
政府投资基金的功能性作用，
在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
能环保及现代煤化工等领域
投资的重点项目达到 17 个，
投资总额65.54亿元。

公司主要管理模式为母
子基金管理运作模式，在母基
金层面，主要由政府出资，也
就是政府引导资金占到 80%
以上，这是一个基本特点。

公司主要发挥直投、引
导、带动和遴选子基金管理人
员的作用。所谓直投就是政
府投资基金直接投资省政府
确定的一些重大项目，一般不
超过引导资金总规模的 2%；
所谓引导，主要是明确本基金
在哪些行业、哪些领域、哪些
产业进行聚焦投资，就是确保
自己的投向要符合产业的方
向；所谓带动，就是吸引社会
资本和政府投资基金共同参
与产业投资。

近几年，公司围绕新能
源、半导体、新材料以及现代
煤化工，立足市场化股权投资

和聚焦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在
上述几个产业投资的总规模
达到110亿元。

公司创造了成熟的政府
投资基金管理运作模式，我
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做了一
些区域内扶持山西产业发展
的工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
的有潞安 180 万吨煤制油项
目 、大 运 新 能 源 汽 车 项 目
等。这几个项目所取得的成
绩，得到了企业界和社会各
界的认可。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我们公司进入高质量
发展的起步之年。目前，各级
政府设立政府投资基金，促进
区域产业发展是大势所趋。

我们作为政府投资基金
的主要管理人之一，一方面要
不断扩大政府投资基金的管

理规模，围绕国家战略，聚焦
山西半导体、新能源、现代煤
化工产业，积极参与市县政府
发起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积
极主动与社会资本对接，布局
市场化基金；

另一方面，要苦练内功，

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尤其是作为政府投资基金管
理机构，要更多体现市场化
的管理能力，实现公司高质
量发展，为山西转型综改、能
源革命、“六新”产业作出应
有的贡献。（刘慧芳整理）

中合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合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苦练内功不断提升公司竞争力苦练内功不断提升公司竞争力

山西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孟庆伟为获奖企业代表赵春明颁奖

获得“转型发展标杆企
业”这个奖项是对公司转型发
展的肯定，感谢山西经济日报
社搭建这个平台！

公司是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全资子公司，1953年成立以
来，始终坚持践行国家战略、
服务山西人民的宗旨，为山西

电力工业和能源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
国家战略中，公司争当排头
兵；在山西省能源革命中，当
好主力军，占领新能源行业
制高点，成为山西省新能源
领域领军企业。截至目前，

公司承建风电项目装机容量
突破 7800 兆瓦，光伏项目投
产规模突破1000兆瓦，100多
项风电和光伏、生物质、垃圾
发电EPC总承包项目和建筑
施工项目，已经成为山西省
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
重要力量。

尤其是在 2020 年，公司
秉承“业主的要求就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市场理念，优质
履约，彰显实力，承建24个风
电项目并网发电，吊装就位
623台风机，并网发电量2000
兆瓦，创造了不可能的奇迹，
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同行的
前列。

公司坚定走转型发展道
路，新能源业务作为六大支
柱业务之一，连续两年占比
逾 20%，成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品牌和新优势。公司
将优质资源向新能源业务倾
斜，斥巨资购置专业吊装机
械，全力打造高效专业的风
机吊装队伍和安装力量，先
后在省内外完成了山地、沙
漠、高海拔、极寒地区的新能
源项目。

比如，在应县，建设了单
机容量最大的山西省风电项
目，且是单机容量最大的全
国山地风电项目；在长治完
成了山西省规模最大的光伏
基地；在海口完成了集新能
源建设、资源再利用、特殊地
质处理、生态环境保护、科教
与景观为一体的海口智能光
伏发电项目。

同时，公司着力推动生物
质发电业务。在五寨和洪洞
承建的两座生物质电厂，目前

正处于投产前的冲刺阶段。
这两座电厂投产后，每年将贡
献 170 万立方米清洁热源和
4.5亿度清洁电量。

“十四五”时期，公司将积
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向着互联网+智
慧能源、分布式能源+储能等
新业态、新方向，大力开发新
能源和基础设施市场，为地
方政府投资、建设和运营，为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刘慧芳整理）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在新能源行业大踏步前行在新能源行业大踏步前行

很荣幸，公司能够被评选
为“转型发展标杆企业”，感谢
各级政府多年来对公司的支
持！感谢活动组委会对我们
工作的认可！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以
“PPP+PE”双轮基金驱动模
式推动山西经济发展。PPP

是一种融资和项目管理模
式，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服
务平台和公共服务产品，利
用创新的模式开展工作，支
持创造环境；PE 是私募股权
投资，通过产业基金发展导
入，策划、引进、支持具有区
域竞争优势的转型发展好

项目。
PPP 做好环境，PE 引入

产业，这样就使得区域经济发
展形成良性循环。截至目前，
公司累计管理基金 16 支，基
金规模在108亿元左右，领跑
山西省私募基金行业。

近几年，公司在PPP融资
基金方面重点做了几项工作，
投资了几个具有引领性的项
目，并创造了两个“山西第
一”：首次引入中国 PPP 基金
和首次尝试国家、省、市三级
联动基金。

关 于 长 治 科 教 园 区 和
文化园区项目，我们将第一
支中国 PPP 基金引入三晋，
开 创 了 山 西 PPP 基 金 的 先
河；另一个是大同棚改 PPP
项目，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尝
试，即国家、省、市三级政府

基金联动，项目总规模达到
49 亿 元 ，撬 动 国 家 资 本 金
5.9 亿元，省级产业基金投
入 3.6 亿元，大同产业基金
投 入 1.8 亿 元 ，形 成 国 家 、
省、市三级联动。这种模式
符合 PPP 的核心要义，也是
我们的创新。

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把
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战略性
支柱产业。在这个背景下，
公司联合一些社会资本，共
同投资晋中（太谷）乐华城·
国际欢乐度假区项目。项目
秉承旅游康养理念成立，总
投资 155 亿元，一期投资 28
亿元已经基本到位，预计每
年旅游人次在千万以上，带
动就业 8000 人左右，利税达
3亿元。

今年，公司有两大任务需

要完成好：设立一支碳清洁基
金，支持山西省光伏、风电以
及新能源项目，推动山西产业
发展，以应对马上到来的“碳
达峰”“碳中和”要求；筹建农
谷科技基金，规模达到 18 亿
元，主要用于农业科技成果项

目，支持山西农谷建设和农谷
科技企业发展。

未来，公司将继续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安排和要求，争取
将优秀的项目引进山西，推动
公共资源建设，为山西转型发
展贡献力量。 （康炜整理）

山西财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山西财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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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张宏斌接受专访公司董事长张宏斌接受专访

公司党委书记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先文接受专访董事长王先文接受专访

山西经济日报社总编辑屈建龙为获奖企业代表王先文颁奖

近日，在第34届（2020）山西十大经济新闻暨转型发展蹚新路典范评选活动颁奖仪式上，30

位获奖企业代表及20位获奖人物做客我报新闻会客厅，接受记者专访并发表获奖感言。

本报开设专栏《新闻会客厅——转型发展蹚新路典范评选活动获奖者说》，陆续刊发。今天，和

大家见面的是获得“转型发展标杆企业”奖项的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先文，山西财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宏斌，中合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春明。

同时，本报新媒体平台将采用视频形式对获奖者接受采访的全过程予以全域推送，广大读者

可以扫描左方的二维码观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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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蹚新路典范评选活动获奖者说（四）

转型发展标杆企业奖转型发展标杆企业奖

公司董事长赵春明接受专访公司董事长赵春明接受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