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 自 自 治 区 科 技 厅 最 新 数 据 显
示，截至 11 月 19 日，内蒙古科技成果
质 押 融 资 风 险 补 偿 金 已 完 成 首 轮 运
转，进入逐步回收期。累计实施 73 笔
科技成果质押融资贷款，信贷总额达
到 13.589 亿元。

从内蒙古科技成果质押融资覆盖的
行业领域来看，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
保、生物科技、蒙中医药、电子信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和信贷额度占
比最高，达到了 53.58%，超过制造业和

传统产业融资需求和信贷额度的总和。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科技成果质押

融资既是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投入
不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渠道，也
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自治
区科技厅资源配置处处长塔林表示，下
一步，自治区科技厅将着力推动科技成
果质押融资走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一
方面，对科技型企业的扶持，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拨款、无偿资助模式，而是借鉴发
达省区经验，探索有偿资金的混合扶持

方式，利用风险补偿金撬动银行的信贷
杠杆扶持企业发展，放大无形资产在融
资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采取贴
息和评估补贴，降低贷款成本、评估成
本、保险成本，进一步解决融资贵问题。
同时，还要强化奖励机制，通过补贴业绩
优秀的合作机构和团队等举措，充分调
动信贷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
工作信心和动力，帮助企业最大限度享
受政策红利。

（本版图片均由自治区科技厅提供）

科技成果质押融资进入快车道

在整体推进科技成果质押融资工作
的同时，自治区科技厅还大力开展科技
成果质押融资服务试点，鼓励各类金融
机构结合科技型企业的不同特点，探索
更加有效的科技金融信贷模式，着力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担保难”等痛点和难
点问题。

为了解决金融机构因专业评估能力
不足而普遍存在的估值难、担保难、贷款
难等堵点问题，自治区科技厅经过广泛调
研、慎重筛选，引入北京3家知识产权评估
中介机构，对拟申请质押融资贷款的科技
成果进行评估，不仅保证了质押知识产权
价值得到准确、真实体现，还从专利数量、
技术领先程度、公司科技创新实力等多个
维度，对信贷企业进行综合评价，极大地
提振了金融机构的信贷信心。

在此基础上，自治区科技厅充分发
挥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第三方专
业机构在承上启下方面的联动作用和市
场化开发方面的能动作用，鼓励其加强
与各类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的合作，积
极探索“生产力+银行”“生产力+银行+担
保公司”“生产力+银行+担保公司+保险
公司”“生产力+融资租赁”“统贷平台（生
产力+担保机构）”等新型合作模式，引导
各类金融机构为科技信贷确立专属服务
机构，开发个性化、低成本的特色金融产
品。通过合作，中国银行、金谷银行、内
蒙古银行、建设银行先后设立了科技金
融示范支行，光大银行、邮储银行、浦发
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开通了“科技贷”绿
色通道。

位于托克托县托电工业园区的内蒙
古日盛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
于煤矸石开发与应用的环保高科技化工
龙头企业。2017年，上游原料商的破产
给企业带来了高额的生产成本与资金缺
口。为此企业以土地使用权抵押方式向

银行贷款 1800 万元，紧急启动“综合利
用煤矸石年产无机阻燃剂 55kt、分子筛
50kt”项目，旨在通过自主开发生产半成
品、扩大产能、丰富产品生产线等措施，
帮助企业摆脱困境，实现新一轮发展。

“二期项目建设时我们用土地抵押
的贷款利率上浮达140%，高额利息反而
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日盛财务总监周少
文一提起抵押贷款就叫苦不迭，他对笔
者说，传统的抵押贷款对民营企业来说，
不仅利率高、负担重，更重要的是信贷规
模有限，很难支撑庞大的技术改造转型
工程建设。

了解到日盛的困境后，内蒙古生产
力促进中心主动出击，为企业宣讲自治
区科技成果质押融资政策，提供知识产
权评估对接、银企对接、担保对接等质押
融资全方位服务，终于在 2019年成功为
企业撬动了信贷额达6000万元的5年期
科技成果质押贷款，一举解决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减轻了还款压力。

“科技成果质押贷款对于我们来说真
是雪中送炭，3个月时间贷款就下来了，利
率只上浮35%，第一年就为企业降低融资
成本260万元，为我们企业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实惠。”日盛董事长柯朝阳说。

2018年9月，一则《包头首笔纯专利
质押贷款落地》的新闻受到了区内外新
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包头稀土高新技术
开发区企业——内蒙古新达能通节能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利用“一种新型超声波
热量表”等 8 项实用新型专利进行质押,
成功从中国邮储银行包头分行申请到
120万元的科技贷款，成为包头市首笔仅
使用知识产权质押，银行就提供信贷的
贷款。“没有抵押物，就能申请到贷款，过
去想都不敢想！”新达能通公司总经理仇
丽华说。

据内蒙古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总经理闫东升介绍，受科技成果质押融
资“估值难、风险大”等特点，多数金融机
构在开展科技成果质押融资业务过程
中，都会采取固定资产抵押与知识产权
质押相组合的信贷方式，使银行风险降
到最低，这也是很多轻资产科技企业告
贷无门的根源所在。而随着自治区科技
成果融资风险补偿金规模的不断放大和
评估、担保、保险等科技成果质押融资服
务水平的不断提升，银行的顾虑逐渐被
打消，一些融资壁垒也不断被突破，以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代表的一批金融机构
已经开始“试水”，率先推出纯专利质押
贷款业务。

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是自治区贫困旗县中唯一“新三板”创新
层挂牌上市企业。企业虽拥有上亿的固
定资产，但是以传统模式贷款转化率连
20%都不到。针对股份制科技企业的特
点，内蒙古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与金
融机构合作，为企业量身订制“股权+知识
产权”的质押方式，将企业的融资门槛降
到了最低。“生产力促进公司存入准备金，
银行对我们采取‘固定资产+知识产权’

‘股权+知识产权’‘纯知识产权’3种方式
授信，最终从三家银行拿到贷款 3800万
元。”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勇喜出望外地说。

在科技成果质押融资服务试点工作
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
融资目光转向科技成果质押融资上来。

“2018年以来，已有103户科技类企业向
我们提出了融资服务需求，累计协助 55
家企业完成科技成果质押融资，服务成
功率达到了53.4%”。闫东升表示，未来，
内蒙古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将进一
步瞄准科技型企业融资痛点，不断改革
创新，为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进
行更多有益的尝试。

强化服务 打通科技成果质押融资堵点

通渠引水 “知本”变“资本”
“就传统信贷而言，企业大多是通过

抵押厂房、大型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来获
取银行的信贷支持。但小微型、创新型等
轻资产企业虽然掌握着专利技术等关键
资源，却难以向银行抵押。”自治区科技厅
资源配置处处长塔林表示，科技成果质押
融资就是要打破传统信贷对轻资产、中小
微企业的融资壁垒，变“知本”为“资本”，为
他们开辟一条信贷“绿色”通道。

2019 年 9 月，位于包头稀土开发区
的内蒙古中天宏远再制造股份公司以土
地使用权抵押加 3 项专利权质押的方
式，向内蒙古银行包头市包百支行申请
贷款 1200 万元。“仅仅一个月贷款就落
地。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中
天宏远副总经理刘康平说。

据刘康平介绍，像他们这样的科技
型企业大多只有科技成果、专利等无形
资产，而在过去，由于这样的无形资产无
法准确评估价值，再加上银行对企业债
务偿还能力很难做出判断，所以只能采
取物权抵押的方式获得贷款，信贷额度
远远达不到企业需求。“科技成果质押
融资绝对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彻底解
决了我们企业快速转化科技成果的资
金难题，成果早研发一天，早转化应用一
天，就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刘康平说。
同样对科技成果质押融资深有感

触的还有内蒙古超牌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2018 年，企业通过质押科技成果，
成功融资 1500万元，实现了年产能和效
益 稳 步 增 长 。 尝 到 甜 头 的 超 牌 公 司
2019 年又向中国银行申请科技成果质
押融资贷款，新一期贷款即将落地，用于
清水河“利用煤矸石固废清洁生产 30万
吨/年煅烧高岭土产品”生产线的新建工
作。“科技成果质押融资为企业带来了持
续流动的新鲜血液，推动了企业再投入、
再创新、再转化、再应用。”该企业相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开展科技成果质押融资，
企业上下对科技成果重要性的认识有了
非常大的提升，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科技
人员的研发热情和创新积极性。

企业获得“实惠”的背后，金融机构
也实现着双赢。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市
鄂尔多斯东街支行行长赵凯介绍，在开
展科技成果质押融资过程中，他们发现
了许多技术含量高、成长空间大、市场前
景广阔的科技型企业。“只要他们愿意把
资金投入到设计研发中去，预期的利润
是可以达到的，这样的企业银行一定会
大力支持。”赵凯说。

内蒙古佰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

家乳制品配套包装生产企业，一直专注
于视觉检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该领
域获得了多项成果和专利，其完全自主
研发的“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和设备达到
了世界先进水平。2019年，企业以专利
权出质，成功申请到 500 万和 800 万的
两笔科技成果质押贷款，企业总信贷规
模也由原来的850万元增至2200万元。

“首笔质押贷款落地后他们就研发
出世界领先水平的智能化车间，第二笔
贷款落地后，他们又开始研发麦当劳的
样品车间，同时企业还利用资金在俄罗
斯建立原料产地。” 赵凯表示，科技成
果质押融资让银行更加关注信贷企业的
科技创新，企业的每一次突破都让他们
感到无比欣慰。

赵凯介绍，为了最大限度服务好科
技型企业，内蒙古银行开通了科技金融
绿色通道，缩短办理时间、提升审批效
率。自从内蒙古银行挂牌科技示范支行
以来，已经有 5 家科技型企业获得信贷
资金 4200 多万元。“科技成果质押融资
这件事特别有意义，科技成果质押贷款
对于银行的贡献，反而大于传统业务，通
过科技成果质押，很多企业把其它业务
也放在银行，大大提升了银行的综合贡
献率，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赵凯说。

科技金融融合
加速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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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内蒙古科技成果质押融资蒙古科技成果质押融资
为企业创新为企业创新““输血赋能输血赋能””

□白莲 高飞

内蒙古佰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现代化生产车间。

锡林郭勒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

建设中的内蒙古日盛“综合利用煤矸石年产无机阻燃剂 55kt、
分子筛 50kt项目”。

自治区科技厅为“科技金融示范支行”授牌。

近年来，内蒙古大力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特别是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进程中，积极探索政府引导、风险补偿的科技成果质押融资模式，助力科技型企业充分发挥科技成果
的知识价值，拓宽融资渠道。2019 年，内蒙古共投入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1.1 亿元，用于科技成果质押融资的推广应用，引导撬动银行信贷资金投放额度 12.56 亿元，帮助 48 家企业成功
获得科技成果质押贷款，这些“真金白银”的支持，有效缓解了科技型中小企业从事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化
的 关 键 阶 段，科技金融是非常重要
的推动力。”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孙俊
青表示，长期以来，科技投入不足一
直是制约自治区科技型企业创新发
展的关键瓶颈之一，特别是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环节的投入不足，直接导致
了许多科技成果的“深闺待嫁”，无法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激活科技成果
转化的“一池春水”，必须深化科技与
金融融合，强化金融对科技成果转化
的助推功能。

科技成果质押融资作为科技金
融结合的主要手段，是科技成果的知
识价值转化为资本最直接的体现，国
内发达省区的成功经验已经表明，科
技成果质押融资是科技型企业融资
发展的重要渠道。党的十八大以来，
自治区科技厅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引导作用，从 1000 万元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风险补偿金起步，广泛联合中
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内蒙古银行、光大银行等金
融机构以及担保、保险、评估等相关
专业机构，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质押融
资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融资平台建
设。在自治区科技金融体系不健全、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较差的条件下，创
新地探索出了一条“贷——保——续
——补——投”科技成果质押融资全
链条运营模式。

据承担自治区科技成果质押融
资服务工作的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贷——保——
续——补——投”科技成果质押融资
全链条运营模式在运行机制上充分
考虑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
类科技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的融资
难、续 贷 难、资 产 置 换 难 等 现 实 问
题。其中，“贷”是指政府投入财政资
金设立科技成果融资风险补偿金，与
金融机构共担信贷风险，以此鼓励银
行为企业提供科技信贷资金，引导信
贷资金流向科技产业，从源头解决金
融机构不愿贷、不敢贷的问题；“补”
是指政府投入财政资金设立科技成
果融资补偿金，用于融资贴息以及为
各类融资服务进行奖励和补贴补偿，
旨在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引导
和激励金融机构、服务机构、优秀团
队广泛开展融资业务；“续”是指将自
治区科技成果融资风险补偿金预留
一部分用于临时性周转，以“短周期、
快循环”的方式为已授信的科技企业
在续贷过程中提供短期支持，保障企
业科技成果转化不因贷款接续而中
断；“保”是指在科技成果质押融资过
程中引入保险机构与科技保险机制，
为已经投入的科技成果融资风险补
偿金提供风险分担，保障资金损失降
到最低；“投”是指将科技成果质押融
资工作与自治区各类科技投资基金
紧密对接，为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渠
道。对业绩优秀的企业，引入自治区
科技风险基金、协同创新基金，为企
业银行债务提供回购保障，为企业提
供“债转股”通道。

与此同时，自治区科技厅还先后
制定出台了《推进自治区科技金融结
合工作的若干意见》《内蒙古科技保
险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进一步完
善了科技金融的政策体系，规范了工
作制度与工作流程。

一系列举措有效促进了科技成
果质押融资工作在内蒙古的开展。
据统计，截至目前自治区科技成果融
资风险补偿金已滚动投入达 1.1 亿
元，其中融资补偿资金达到 2870 万
元，吸纳 14 家银行、5 家担保公司、4
家评估公司开展科技金融服务，撬动
科技成果质押融资贷款规模突破 13
亿元。全区共有 55 家企业的 220 项
科技成果通过质押融资获得贷款，同
时获得科技成果评估费补贴 156 万
元，有 6 家企业获得了累计 8800 余
万元的贷款接续资金。

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内蒙古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
司与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签署“金融助力科技企业发展”战
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