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紧缩风暴中“

hold

住”

证券时报记者 方岩

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正日益显现。

央行上半年掀起 “一月一提

准、 两月一加息” 的货币紧缩风暴

之后， 企业资金正遭遇幽咽泉流冰

下难的窘境。

“我做财务工作已有

15

个年

头， 今年算得上是银行资金最紧的

一年！” 西安华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秘、 财务总监乔磊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 作为一家 “冲刺” 创业板的

企业， 华晶电子产品销路不错， 公

司前不久又上了新设备， 由于场地

有限， 只好把新生产线 “偏安” 在

办公区与生产区之间的狭窄空间。

华晶电子主导产品是硅切片、

研磨片， 产品单体价格较高， 因此

流动资金需求较大。 “我们几乎跑

遍了西安所有的银行， 无论是内资

的还是外资的， 总的感觉是银行都

无钱可贷。” 更让乔磊纠结的是， 公

司收到的客户回款几乎都是承兑汇

票， 而非现金， 看来上下游企业都

不容易。 “如果要贴现的话， 往往

要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30%

。 好

在公司产品毛利率还比较高， 暂时

还没有 ‘断流’ 之虞。”

其实， 不单是拟上市企业倍感钱

紧， 已在中小板、 创业板上市的西部

材料、 坚瑞消防和达刚路机， 囿于募

资专储制度， 财务成本的上升同样给

企业经营带来不小的压力。

“作为西安高新区有一定规模的

上市公司， 我们融资有一定便利性。

不过我们的贷款总额有

11

亿， 所以

很多时候是在替银行打工。” 西部材

料董秘、 财务负责人顾亮慨叹

:

“现

在公司每周都要开资金平衡会， 每月

开分析会， 就是要狠抓汇款， 努力保

护合理的现金流。”

达刚路机董事长孙建西是一个

在沥青路面技术领域颇有建树的女

强人。 “为了竞标总额

1.3

亿美元

的斯里兰卡二期公路升级改造项

目， 我上半年在那待了

3

个月， 瘦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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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提起几个月前的事情，

孙建西依然激情澎湃。 对于这个项

目的融资问题 ， 她也有了考虑：

“我拿个人持有的达刚路机股票做

抵押 ， 做好了， 所得的收益归公

司； 做砸了， 亏损就算我个人的！”

与那些掏空上市公司、 假公济私的

实际控制人相比， 孙建西此举堪称

“假私济公” ———慷私人之慨， 谋

企业之利。

其实， 对于当前的资金困局，

西安高新区

1.5

万家企业的娘家

人———高新区管委会及金融办也在

竭力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他们

积极在银企之间穿针引线， 并尝试

帮助企业通过一些新型融资工具融

资， 如发行债券、 信托、 融资租赁、

小额贷款等。 “由于园区企业普遍有

一定科技含量， 所以目前没有也不太

可能出现倒闭潮。” 高新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央行货币政策到底是继续收紧还

是应该适度放松？ 这是个问题。 对

此， 乔磊也很纠结： “作为普通居民

而言， 现在通胀这么厉害， 如果政策

松了， 物价必定控制不住； 但是从企

业角度来看， 如果资金还绷得这么紧，

势必威胁企业的生产经营， 进而影响

大家的生计问题。”

乔磊的想法代表了多数受访者

的心声， 这也是决策层面临的两难

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 温家宝总理近日

在谈到宏观调控时提出， 要 “增强政策

的前瞻性， 避免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与

多种因素叠加， 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

生过大影响”。 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较

为动荡的大背景下， 可以预见， 高层已

开始对调控政策实施 “软化处理”。

物竞天择， 这是自然界的生存法

则， 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 一

轮紧缩风暴之后， 终有弱势企业淘汰

出局， 从而为强者进行行业整合提供

绝佳契机。 而资本市场就是孕育强

者、 实施兼并重组的重要平台。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西部

企业， 一定要 “

hold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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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行

面朝西安

创投花开

证券时报记者 周欣鑫

西安高新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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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在投融

资服务体系建设上做了大量的探索和促

进工作， 通过大力引进金融、 投资和中

介服务机构， 出台多项政策促进投融资

事业的发展， 设立示范性投资、 担保公

司等方式， 使西安高新区聚集了几十家

金融机构、 几百家投资、 管理和中介机

构， 成为西北地区投融资最为活跃的区

域， 为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动力。

自

1999

年西安高新区成立陕西省

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 “西安高新技术产

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至今， 西安

高新区注册创业投资企业达到

345

家。

12

年来， 区内企业累计获得各创业投资机

构投资

66.87

亿元， 仅

2010

年度， 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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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就获得创业风险及私募股权投

资额

3.9

亿元。

为了推动创业投资的加速发展，

西安高新区不断出台促进创业风险投

资发展的政策以及实施细则。 在 《促

进创业风险投资发展的若干政策》 等

一系列措施出台后， 西安高新区的创

投行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西安

高新区设立了

5

亿元的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 并先后与海内外知名的投资机构合

作成立了

4

只风险投资基金， 包括 “中

银国际能源产业基金”、 “德同资本创新

基金” 和 “昆吾九鼎创业基金” 等， 并吸

引深创投、 达晨创投、 硅谷天堂等一大批

基金公司落户园区。

近年来， 西安高新区企业获得的风

险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之中， 从华迅

微电子获得的德丰杰等创业投资企业

800

万美元的联合投资， 华海医疗获得

2500

万美元投资， 到迈科金属一次性

就获得

1

亿美元投资， 单个项目投资额

度纪录不断刷新， 显示出西安高新区已

经成为国内外创业投资企业布局的重点

区域。

正所谓， “面朝西安， 创投花开”。

西安高新区每年会设立

2

亿元产业发展基金

和

2

亿元创新基金， 此外， “瞪羚” 企业

培育计划、 留学生创业支持计划、 “

515

”

龙头企业扶持政策、 百名院士亿元创业

计划以及创投引导基金等各种形式的创

业投资促进政策不胜枚举。 用创投自己

的话来讲： “有好的企业给你挑， 有好

的政策支持你， 我就是最幸福的！”

翟超

/

制图

“瞪羚企业”冲刺上市

西安高新区后备军整装待发

证券时报记者 周欣鑫

西安， 中国古都， 文化底蕴自不必

说。 更值得一提的是， 当今的西安是亚洲

知识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大飞机的制造基

地， 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科研、 高等教

育、 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凭借多年积累的创新资源， 伴随我

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 近年来， 西安

高新区已经成为全国开发区中产业发展

和结构调整的主角。

截至今年

8

月底， 全国共有

88

个国家

级高新区， 在芸芸园区之中， 西安高新区

如何结合地域特色布局引导产业规划， 如

何统筹资本之力助推园区企业发展， 园区

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型创新企业是否

能够承载促进就业、 改善民生、 加快地方

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任， 这些问题成为西安

高新区思考和解决的重中之重。

科技创新和金融结合

证券时报记者

3

天走访了

6

家企业，

涵盖消防、 交通技术、 新能源、 智能仪

表、 节能减排、 新材料， 可谓各有各的

特点。 虽然范围很广， 但企业共有的高

科技属性让人印象深刻———这一点， 得

到西安高新区金融办主任丁震的认同，

“在园区内几乎看不到低附加值的劳动密

集型企业， 高科技是这几家企业的共性，

也是西安高新区的特点。 从高新区设立

以来， 我们就是以科技创新创业为特色

的。 西安有科研的实力， 我们要做的就是

利用自己的所长， 让科技和金融结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正是凭借着这

种高科技、 高附加值的优势， 在贸易环境

不佳、 汇率起伏剧烈的时候， 园区内并未

出现企业大规模倒闭潮。

西安高新区是

1991

年第一批设立的

高新区， 目前累计注册企业

15800

家，

在全国

88

个高新区中位列第二，

2010

年

营业收入

4000

亿元， 在全国位列第三。

丁震告诉记者， 高新区活跃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有

3000～4000

家。 据陕西证监局

统计， 在创业板开启之后， 陕西省

2010

年

登陆创业板公司数量在全国排名第六， 其

中西安高新区占到陕西省总量的

75%

。

政策扶持鼓励企业上市

西安高新区是陕西省上市企业最集

中的区域。 据西安高新区金融办介绍，

截至

2010

年底， 西安高新区累计拥有海

内外上市上柜企业

50

家 （上市

39

家）， 其

中， 在国内

A

股市场发行的有

21

家， 占陕

西省

A

股上市企业的

50%

以上， 中小企业

板上市

1

家， 创业板企业

4

家， 位居中西

部高新区首位。 另外， 西安高新区还拥

有庞大的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 后备上

市企业有

220

余家， 并计划在

2015

年实现

上市上柜企业突破

100

家的发展目标。

对于西安高新区在促进辖区企业上市

方面的表现， 丁震表示， “这主要得益

于政府对企业的辅导和政策支持， 企业

的需要与园区的政策激励方向不谋而合。”

据介绍， 高新区内企业上市将拿到

最高

480

万元的 “红包”。 这笔补贴将

使得西安高新区内的中小企业完全可

以实现零成本在创业板上市。

此外， 西安高新区对企业上市采取

立体扶持政策， 把直接支持做到了极

致， 把间接支持做到了最前端。 为了

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 西安高新区出

台了一系列促进创业风险投资发展的

优惠政策， 对创业投资机构与业务给

予多种支持鼓励政策， 大力促进高新

区创业风险投资发展。

“瞪羚”机制驱动产业升级

政策的激励， 最终需要落实到企业

的创新实践和市场检验中。

企业的创新技术要成功转向产业化，

如果仅仅只是依靠市场推动， 很容易陷

入被动， 对西安高新区而言， 创立一个

引导企业主动进行创新建设的机制尤为

重要。 为此， 西安高新区已经探索出一

项行之有效的机制并已运行数年， 这就

是 “瞪羚” 机制。

“个头不大， 跑得快、 跳得高”，

这是瞪羚这种动物的特点。 拥有这种特

点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就被称为 “瞪羚企

业”。 西安高新区筛选出一批这样的

“瞪羚企业” 作为重点培育对象， 为其

量身定制促进计划， 以资本为纽带， 聚

集各种创新要素， 通过专业化、 特色化

的产业服务， 源源不断地为西安高新区

输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巨人企业。

在融资方面， 西安高新区根据 “瞪

羚企业” 的融资需求， 建设科技企业金

融超市， 积极搭建 “瞪羚企业” 与银

行、 投资机构、 小额贷款公司等的对接

渠道。 另一方面， 西安高新区积极促成

“瞪羚企业” 和创业导师在营销、 税务、

法律等方面的密切合作， 帮助 “瞪羚企

业” 加速成长， 探索适合高成长性企业

成长的培育模式， 为每家企业建立培育

档案， 驱动企业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机制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动力。 在西

安高新园区走访时， 我们看到， 在体

制创新的推动下， 企业迸发出巨大的

能量， 不断加强信息化改造、 加快组

织结构创新和运营机制改革， 从 “做

大” 到 “做强”， 打造出更广阔的产业

前景。 而随着企业的不断创新， 高新

园区新能源、 新材料、 信息技术、 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产

业集群迅速形成。

关注可持续创新发展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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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西安高新区不断发展

壮大， 面向未来， 高新区该如何给自己定

位？ 如何让西安高新区不是徒有国家级虚

名， 而是可持续创新发展？ 对这些问题，

高新区金融办丁震主任给出了答案。

“作为政府职能部门， 我们要做的

就是八个字 ‘完善功能， 强化服务’， 这

是无论政府还是高新区都要思考的问题。”

“作为高新区金融办， 我们的功能

就是搭建一个金融服务产业链， 从企

业的自有资金到以后的小额贷款、 同

行业之间的拆借， 再到风险投资、 私

募股权基金、 银行和担保的介入， 以

及后期的发债、 信托、 融资租赁， 直

到上市、 兼并重组， 都离不了各种金

融工具及融资平台的支持。 金融服务

的功能完善了， 企业就可以在这个链

条上寻找自己最需要和最适合自己的

服务， 而政府部门只需要尽可能完善

功能并做好服务。”

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今的西安

高新区是一个刚刚步入

20

岁的青年，

今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磨砺和锻炼。

采访结束时， 恰逢 “

2011

环中国自

行车赛” 在西安高新区开赛。 赛事激

烈， 扣人心弦， 但由于事先没有公告

管制路段和时间， 造成区内几条重要

路段严重拥塞。 虽然堵车不算大事，

但这说明高新区在完善功能和强化服

务方面还需多花心思。 毕竟， 一个青年

的成长之路还很漫长， 面临的考验何止

道路拥塞！

心向资本市场 西部中小企业六大困扰求解

希望尽快加入新三板园区试点；呼吁建立政府间绿色通道，启动小额快速融资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为期一周的西部中小企业调研

行中， 证券时报记者感受最为强烈

的是当地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上

市呼声。

在今年宏观经济形势严峻的背

景下， 以西安高新区为代表的西部

资本市场后备企业正面临着改制慢、

融资难等困境。 为此， 不少当地企业

向有关部门 “求关注”， 希望尽快加

入新三板园区试点， 建立政府部门间

绿色通道。 此外， 当地已上市公司建

议建立小额快速融资制度， 既解资金

燃眉之急， 又为超募现象松绑。

从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来看， 西部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主

要表现为六大现状： 现金流紧张、

企业改制趋缓、 财务规范性较弱、

在国家产业分工中参与度有待提高、

部分企业负责人对发行上市工作存

在畏难情绪、 证券专业人才缺乏。

现状一， 现金流空间小、 财务指

标不稳。 在走访的西部材料、 坚瑞消

防、 达刚路机等西安上市公司中， 几

位相关负责人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就

是， 今年的宏观调控使企业的资金融

贷难度加大， 融资和人力成本上升、

贷款周期长、 收贷难、 现金流空间小。

“现金流紧张， 我们需要量入为

出。 虽然订单量保持充足， 但是回款

难收， 现在要回来的都是成品， 和客

户都快变成 ‘以物换物’ 了。” 一家西

安高新区拟上市公司向证券时报记者

感慨道。 据西安高新区金融办王坤元

介绍， 截至

2011

年

6

月底， 西安高新

区有

47

家企业启动了上市和 “新三

板” 挂牌工作， 其中七成企业达到了

发行上市标准。 从

2008

年至去年底，

这批公司平均财务指标都很稳定， 但

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它们。 高新区金

融办也在为此想办法， 希望这批企业

能挺住， 保持业绩不变脸。 但据了解，

个别建材、 硅材料、 公路建设行业的

企业， 受到行业产业政策和自身规模

影响， 还是阻碍了上市进程。

现状二， 企业改制慢。 按照要

求，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 “新三板”

挂牌主体应当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

的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 西安高新区

47

家后备企业中， 仅

19

家公司完成了股

份制改造， 剩余

28

家公司尚为有限责

任公司， 改制进度缓慢， 无疑将影响

园区后继企业上市挂牌工作进度。

现状三， 部分企业负责人对发

行上市工作存在畏难情绪。 有的企

业因为不了解发行上市的具体要求、

技术难点等方面问题， 对发行上市

工作存在畏难情绪， 导致企业改制

及发行上市工作滞后。 也有不少企

业负责人仍未认识到资本市场的重

要意义， 存在 “小富即安” 的思想，

利用资本市场加速发展的动力不足。

现状四， 资本运作理念待提高、

证券专业人才缺乏。 记者在调研中

发现， 在西安， 像坚瑞消防这样上

市后准备探索换股、 定向增发等资

本运作手段的企业为数不多， 大部

分已上市和拟上市公司仍然坚持

“做实业”。 当地金融办人士也表示，

后备上市企业中普遍缺乏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等专业人才， 这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发行上市工作的推

进速度。

现状五， 管理上重技术、 轻市场、

轻财务。 “务实” 是西部中小企业的长

处， 内地高新区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

是重技术， 但与此同时， 企业负责人往

往对市场和财务管理认识不足， 在产业

链分工中多为生产中间产品、 核心部

件， 这一方面尚需进行市场化改进。

现状六， 在融入国家产业分工、 融

入市场方面还有待资本市场推动。 “什

么是战略新兴产业？ 首先是新， 产业

新、 企业幼稚、 规模小； 技术新， 前沿

技术、 创新能力强。 其次是战略， 如何

融入国家产业分工， 如何融入市场的问

题。 西安高新区在 ‘新’ 这一方面做得

还不错， 但在战略方面还需要依靠资本

市场推动。” 王坤元说。

对此，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及有关部

门呼吁， 希望在证券监管部门和省市政

府的支持和帮助下， 在国家多层次资本市

场建设的有关政策方面， 给予西安高新区

更多的关注， 争取使其率先进入 “新三板”

试点园区， 拓展园区科技企业融资渠道，

提高西部经济持续创新能力。

此外， 王坤元建议构建政府部门间

上市工作的 “绿色通道”。 企业发行上

市工作和上市后备培育工作既是一项系

统工程， 又是一项长期渐进的工作， 不

仅要求企业自身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而

且涉及发改委、 工商、 税务、 科技、 司

法、 环保等诸多方面， 工作环节多、 程序

复杂。 为此， 不少企业呼吁应该形成针对

重点拟上市企业问题的协调解决机制， 建

议由政府牵头， 各部门配合， 构建政府

部门间上市工作的 “绿色通道”。

此外， 有当地已上市公司反映， 创

业板上市超募现象严重，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每一次立项募资难度大， “其实我

们并不需要一次性募集那么多资金， 小

量多次最好。” 不少已上市公司呼吁， 应

建立小额快速融资制度， 既解资金燃眉

之急， 又为超募现象松绑。

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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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高新区负责人给记者讲解

记者手记

Reporter蒺s Note

高新区平均每一天

：

☉注册企业

12

家

☉申报知识产权

71

项

⊙

引进内外资总额

10750

万元

⊙

为国家上缴税金

7750

万元

达刚路机董事长孙建西 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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