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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中能化创投公司拓展资本市场 产融结合 助推总局高质量发展纪实

总局党委重托 为实体产业插上资本翅膀

2018年袁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 野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冶袁 以国
资改革引领国企改革袁 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指明了任务与方向遥 2018年 11
月 19日袁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国有资本投资尧 运营公司座谈会上指出袁
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尧 运营公司试点袁 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关键举措袁
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袁 是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袁
是落实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举措袁 对国有企业改革全局具有
重大意义遥 两类公司改革已经成为国资国企改革的 野牛鼻子冶遥 总局党委高瞻远
瞩袁 于 2019年 1月 9日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要要要中能化创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遥

中能化创投公司成立后迅速落实总局党委决策袁 于 1月 12日承办总局国资
国企改革座谈会袁邀请国务院国资委尧石景山区政府尧中国国新尧中石化等相关领
导就国资国企改革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等内容进行研讨遥公
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陈新寰表示袁公司将在总局党委的领导下袁以野立足产业尧创新
投资尧资本运营尧价值体现冶为定位袁牢牢把握资本市场加大开放的大势袁立足总局
核心产业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袁助力总局跨越式发展遥

同举一面旗 党建引领为中心

野其始不立袁 其卒不成冶遥 中能化创投
公司成立伊始即根据总局党委要求成立临
时党委袁 设立党支部袁 规范党组织建设遥
公司紧紧围绕总局发展袁 结合实际制定了
野11465冶 发展战略袁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袁
探索构建党建尧 制度尧 风控尧 信息化尧 绩
效考核五大保障体系袁 全面提升公司现代
企业综合管理能力和治企水平遥 野不忘初
心尧 牢记使命冶 主题教育开展得有声有
色袁 把党的三大优良传统注入创投新基
因袁 赋予新内涵袁 彰显战斗力遥 党支部对
内积极开展 野全员启迪冶 系列培训袁 把提
升党员自身理论水平和解决工作中发现的
问题及普及知识相统一曰 对外开展 野联学
共建冶 品牌建设袁 与中国银河证券北京安
贞门营业部联合赴雄安新区参观考察袁 签
订党建 叶联学共建协议曳 并举行揭牌袁 有
力推动双方业务深入合作曰 与大运河文化
产业集团开展主题教育专题活动袁 实现双
方优势互补曰 赴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袁 学习军人亮剑精神遥 将主
题教育深刻融入到公司 野团队协同尧 业务
提升冶 百日奋斗行动当中袁 快速有序推进
各项经营工作遥

走进中能化创投公司办公区袁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工位和工作
牌上的党徽遥 公司依托上市公司创新开展入职培训袁 利用党委中心组学习尧 党
课尧 组织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尧 民主评议尧 主题党日尧 野三会一课冶 等多种
形式开展团队建设袁 提出 野我是党员我先上尧 我是党员我担当冶 野起点就是高
点尧 开始就是决战冶 的党建团建口号袁 将企业深刻内涵固化到每一名员工心中袁
融入到企业每一项工作之中遥 同时公司综合采用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尧 科学的

薪酬体系等系列措施袁 建立核心团队曰 建立有
效的绩效考核体系袁 形成战略要计划要考核要
兑现的闭环管理袁 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与约束
作用袁 切实解决干与不干尧 干多干少尧 干好干
坏一个样的问题袁 将考核结果作为薪酬发放尧
干部选拔任用尧 评先奖优尧 问责追责的重要
依据袁 为打造 野召之即来袁 来则能战袁 战则
必胜冶 的铁血团队奠定坚实基础遥 野在创投
工作一年袁 使我懵懂的思想插上了飞翔的翅

膀袁 使我的人生观尧 价值观更加清晰尧 更加坚定袁 正如陈
董事长一直要求的 耶用一年的时间袁 要有三年的感受和收
获爷遥冶 员工刘雨晴深有感触地说遥

资本市场试水取得重大突破

野如何加快国资国企改革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钥冶野如
何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袁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钥冶在总局国资国企改革座谈会上袁各级领导的殷切期盼犹
在创投团队每名成员耳畔遥

中能化创投公司始终聚焦总局六大主业板块和 野四商冶
定位袁并购与总局主业板块契合度高尧估值合理尧规模适宜尧
成长性强的信息科技类公司袁 明确并购工作的总体方向曰有
效发挥中介机构备选库的外部智库作用袁对政策进行深入分
析袁形成准确预判袁牢牢把握新三板业
务规则改革尧 精选层直接转板上市的
政策机遇期袁 业务团队夜以继日袁以
野5+2冶野白+黑冶 的工作精神袁 在近 50
家主板上市公司尧 新三板公司及孵化
类企业中寻找合适标的袁 经过多轮调
研尧谈判尧讨论尧研究袁逐步锁定并购目
标遥 同时取得总局对并购项目审计和
资产评估工作的授权试点袁 充分体现
总局对创投公司工作的肯定和信任袁
使创投团队备受鼓舞袁 也为快速推进

并购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遥
中能化创投公司积极创新并购方式袁 严格按照规定程

序袁历时短短 40多天袁完成新三板信息科技类公司渊北京地
林伟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院430416冤并购工作遥该公司
目前在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渊一类清查冤系统及森林资源规划
调查渊二类调查冤软件市场中占据主要市场份额袁与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持续保持合作袁具有较强业务黏性袁并实现与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库的直接对接袁盈利能力良好遥并购过
程中袁公司充分运用资本市场手段袁创新实现了 野实控人表
决权委托+实质收购股份冶 方式袁 这在新三板市场尚属首
次遥 后期袁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后管理袁 助力地林伟业加
大市场开拓尧 投融资管理袁 完善长远规划袁 逐步完成上市
目标袁 同时也使总局在资本市场实现突破袁 拥有第一家新
三板公司袁 为总局优化资产尧 转型升级作出重要贡献浴

产业金融全面开展 填补总局历史空白

为快速实现服务总局目标袁 中能化创投公司抢抓政策窗口期袁 快速高效完
成保理尧 资管和融资租赁公司成立袁 使总局在短时间内取得 3块金融牌照袁 并

在短短一个月时
间内袁 取得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
中央企业产权交
易经纪代理会员
资质袁 成为总局
系统内唯一一家
会员单位袁 同时
成功获得 15亿元
授信担保额度 袁
有力拓展融资渠
道袁 总局国有资
本金融平台已初
见雏形遥
保理公司将

立足总局主业 袁
积极服务核心企
业袁 通过正向保
理 尧 商票保证 尧
线上反向保理等
丰富的保理产品
线袁 有效满足成
员单位不同需求曰
通过成员单位进

行应收账款保理融资袁 切实为成员单位提供低成本资金袁 以融促产袁
推动主业快速发展遥 在保理公司设立短短 18天内袁 公司团队夜以继
日尧 奋力拓展袁 快速完成第一笔保理业务款项投放遥 截至目前袁 已
完成 14家成员单位的调研袁 为 16 家成员单位主动授信 8.5 亿元袁
累计为总局成员单位提供应收账款保理融资 9000余万元袁 并形成项
目储备 6000余万元袁 有效帮助成员单位压降 野两金冶尧 降杠杆尧 减
负债袁 推动总局实体经济快速发展遥

资管公司服务总局内部改革发展袁 协助总局进行资产的评估尧
重组和整合袁 对低效资产尧 同质化资产尧 非主业资产进行处置和清
理袁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和变现能力袁 形成低效资产寅资产盘活寅流
动资金的良性循环袁 服务总局主业袁 助推总局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
量发展遥 同时公司已梳理完成 叶基金管理公司优化方案曳袁 研究提出
野三个地球冶 母基金搭建方案袁 积极探索引入社会资本袁 聚焦国企混
改尧 科技信息尧 生态环保尧 新能源开发等业务袁 奋力推进总局跨越
式发展遥

融资租赁公司将进一步服务总局产业袁 借助融资租赁业务的天
然优势袁 为成员单位及地勘行业提供较传统银行贷款方式环节更少尧
时间更短尧 手续更简便快捷的融资服务袁 助力成员单位装备升级袁
保持技术领先袁 提升市场竞争力遥

野不一样冶 的文化创造改革新模式
野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文化与精神将难以生存袁 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要要要我

们不一样袁 是受人尊敬尧 正能量尧 有生命力的不一样浴冶 在中能化创投公司成立
之初袁 陈新寰将 野不一样冶 的企业文化镌刻在办公区文化墙上袁 同时开辟 野创
投大事记冶 野创投之星冶 野创投书社冶 野创投合作机构库冶 等板块遥 野公司的
企业文化有一种磁场效应袁 大家都以工作为导向袁 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做袁 公司
本是幼小的思路萌芽袁 发展壮大全凭一种精神尧 一种文化遥冶 公司高级经理韦栋
语气坚定地说遥

野欲流之远者袁 必浚其泉源遥冶 中能化创投公司将 野不一样冶 的企业文化融
入公司发展的各方面袁 成立之初即构建包含党建体系尧 制度体系尧 风控体系尧
信息化体系尧 绩效考核体系的五大保障体系袁 设计了 野三大层级尧 七大类别冶
的 野3745冶 制度运行体系袁 探索先进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遥 按照机构尧 职

能尧 业务三条主线袁 共制定管理制度 112项袁 达到 野有机构即有工作办法袁 有
职能即有管理办法袁 有业务即有实施细则冶 的规范管理目标遥 组织公司全员及
40多家业务往来机构签署保密协议袁 正在开展以分级授权尧 流程设定为主要内
容的内控手册建设遥 已建成律师事务所尧 会计事务所及证券公司 3个中介机构
备选库 渊内含 31家机构冤袁 拟建立税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公司备选库袁 与国
家会计学院尧 银河证券等 13家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袁 定期开展专题交流袁 实
现信息共享和智慧融合遥积极争取行业协会资源袁成为央企投资协会副会长单位
和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发起单位袁全面搭建与 90多家央企的战略合作平台曰作为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信息化分会理事单位袁有效搭建与各大煤炭企业的信息化战略
合作平台袁充分发挥外部机构及智库平台的作用遥

野如果我是一个画家袁我将用绚丽的色彩来描绘创投团队的点点滴滴曰如果我
是一个诗人袁我将用华丽的诗篇来书写创投人的每一个瞬间遥为了一个共同的理
想袁我们加入创投团队袁我们燃烧激情袁充满正能量袁怀着对总局尧对公司感恩的
心袁用爱努力奋斗袁用实际行动向总局党委和全局上下交付一份漂亮的答卷浴冶在
年终工作述职会上袁工会主席兼公司治理部总监刘军杰充满激情的述职深深触动
了每一个创投人的心遥中能化创投公司成立一年来袁在总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袁在
总局各部门及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袁实现当年成立当年盈利袁圆满完成总局经
营考核奋斗目标遥在煤炭工业协会 2019年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评选中袁公司提交
的叶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模式探索与实践曳袁荣获协会企业管理现
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袁为总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探索提供了有效借鉴遥

在总局 2020年工作会议上袁 中能化创投公司取得的成绩得到了总局党委的
高度肯定遥创投团队正在将理想转化为现实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袁他们坚信一切探
索都是值得的浴野根据三年战略规划袁2020年是公司耶管理提升年爷袁中能化创投公
司将在现有基础上袁围绕总局产业布局袁发挥产融作用袁逐步打造金融尧科技尧生
态尧建设和联合板块袁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袁为总局产业转型尧跨越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浴冶展望未来袁陈新寰踌躇满志遥

野长风破浪会有时袁直挂云帆济沧海遥冶蓝图已绘就袁奋进正当时浴新的一年袁中
能化创投公司将认真贯彻总局 2020年工作会议精神袁 继续坚持以总局党委正确
决策为指引袁落实野质量提升年冶工作要求袁投身 野三个地球冶 建设袁 做到 野五个
坚持冶 野六个提升冶袁 全力以赴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工作袁 为将总局打造成为
世界一流的地质与生态文明建设企业集团作出更大贡献浴

2019年是中能化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元年袁公司肩负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国资国企改革尧产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重托遥作为总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袁在距公司团队组
建完毕仅仅 8个多月时间内袁公司领导班子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袁牢记总局党委重托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中心袁资本市场
试水取得新突破袁产融结合填补总局历史空白袁打造野不一样冶的企业文化创造改革发展新模式袁圆满完成总局经营考核奋斗目标袁向总局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

中能化创投公司揭牌仪式

赴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走访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赴上市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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