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长圆桌论坛：寻找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动能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丽湘

8

月

12

日下午，由证券时报社与

青岛市政府联合主办的 “第十二届中

国上市公司价值论坛与暨颁奖典礼”

在青岛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举行。

会上大咖云集，一场以“资本市场

发展新动能在哪里？”为主题的所长圆

桌论坛顺利开展， 在上海重阳投资总

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王庆的主持下，深

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所长何基

报、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康、东北

证券副总裁董晨、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

所总经理郑治国以及鹏华基金总裁助

理冀洪涛等五位嘉宾圆桌而坐， 针对

今年以来

A

股市场波动较大的原因、

制度建设如何助力资本市场获得新动

力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寻找A股下探原因

年初至今，上证综指、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中小扳指四大指数均跌逾

10%

。那么，造成今年

A

股市场剧烈波

动的原因是什么？

今年

A

股下探是综合多因素的

结果， 中美贸易战叠加去杠杆政策的

影响是导致今年

A

股急挫的两大原

因，这得到了大多数在场嘉宾的认同。

不过，李康补充道，中美贸易战对投资

者心理上影响较大， 但大家的预期过

于悲观，因为贸易战开战以来，上半年

中国的出口额、进口额均有所增加，对

美国的出口额也在增加，“贸易战还没

开打，中国股市就先趴下了”。

在李康看来， 今年以来并未实施

太积极的财政政策， 理由是在今年的

GDP

增加了

6.7%

的情况下，各种主要

税收增加

16%

及以上。 并表示“在财

政政策需要发力并在社会各界呼吁全

面减税的时候，它并没有发力”。 另一

方面，今年货币政策一直较宽松，连中

性政策都是短期的， 目前事实上没有

更宽松的空间。这种情况下，股市在政

策面上确实难言向好。

董晨也表示认同贸易战与去杠杆

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但他觉得这只是

表面现象，剔除这两方面的影响，中国

股市近十年的涨幅也不大， 究其原因

在于中国资本市场本身的制度建设不

健全。他举了个例子，在目前的市值配

售制度下， 配置股票专注打新的投资

者， 可能在股市上亏的钱比打新获得

的收益还多。

郑治国则认为主要是基本面问

题， 宏观上二季度的各项数据相比一

季度都有所下滑，基本面无法支持股

市的上涨。 在他看来，中美贸易战短

期影响并不大， 后续影响可能更持

久，是未来三五年甚至几十年都会面

临的问题。

冀洪涛作为本次论坛上的唯一买

方代表，认为中美贸易战是

A

股下跌

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他认为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此前

市场估值拉升埋下的隐患， 现在市场

到了自我调整的阶段； 另一方面是流

动性的影响，在他看来，目前市场的风

险不是来自上市公司实体和基本面，

更多的是来自于大股东的股权质押和

资本配置偏离带来的流动性问题。

A股是否已到底？

在经历了连续下跌之后， 各项数

据显示，目前

A

股市场估值已接近历

史低点。那么低点是否代表着底部呢？

会上嘉宾大多认为目前市场风险不

大，但结构性风险仍存。

冀洪涛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分析

指出，目前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不大，但

也存在结构性和个体的风险。他表示，

从指数估值来看， 目前确实是已经到了

底部区域，但结构上仍然存在风险，例如

发生诸如疫苗事件等， 会给股市带来下

跌的理由。

郑治国认为， 下半年

A

股还要打

“持久战”。他分析道，投资者对经济下滑

的预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修复， 对制造

业的投资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 并

且，从基本面来看，

A

股此次筑底的时间

可能会比较长。

另外， 郑治国还表示， 从结构上来

看，

A

股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机会，一

是消费，包括消费升级（在他看来，涪陵

榨菜是属品牌溢价的消费升级）；二是高

端制造； 三是政策方向上的污染防治和

精准扶贫。

董晨个人感觉 “资本市场的去杠杆

已经接近尾声了”。他给出了两个方面的

理由： 一方面信托通道等金融产品的总

体杠杆率不高； 另一方面证券公司的融

资融券及质押融资等方面的杠杆，“该爆

雷的都已经爆了，目前风险不大。”不过，

他补充道， 整个社会去杠杆还需要一个

过程，离真正结束还有时间。 比如

P2P

，

还有一些资产负债率比较高的企业或个

人，还存在爆雷的风险。

李康赞同此前董晨的分析， 认为本

轮市场下跌主要是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他进一步分析道， 目前市场监管各方职

责还需进一步理顺，严监管非常重要，也

应当保持证券公司的独立行为。 在目前

的局势下， 应该在尊重和保护投资者权

益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包括证券公司在

内市场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让资本市

场先行先试，市场才会有希望。

何基报表示， 当前资本市场在制度

建设方面，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理由有

三：一是从严监管一直在坚持着，比如说

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对上市公

司退市制度的推进； 二是资本市场在新

旧动能转换方面大有可为， 交易所在这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比如在三年规划

里提到要建立一个一流的创新资本形成

中心，主要的目的是支持创新驱动；三是

在证券公司的自主性方面， 目前交易所

也进行了相关的制度建设， 积极利用大

数据和云计算建立基础平台， 和会员加

强合作，搞好服务。

制度建设如何助力市场？

在当前情况下， 为使中国资本市场

获得新动力，制度建设可以做哪些事情？

首先发言的是董晨。 他认为，资本

市场必须要和中国的创新技术进步形

成互动。 一方面如果资本不振兴制造

业，那么制造业没人愿意做，就会导致

实体经济萎缩， 从而向资本市场传导；

而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也需要实

体经济的支持。

李康再次对前述的深层次制度问题

作出补充。他表示，需要正确处理好行政

监管、 行业自律跟公司治理三者之间的

辩证关系。 在他看来，严监管是必要的，

但是严监管不可能管到将市场风险降为

零， 要发挥资本市场各主体的创新能动

性。发展是硬道理，严监管的目的与结果

都应该是资本市场更好的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建设问

题被带到台上讨论。董晨认为，中国机构

投资者的行为相对比较理性、 积极、稳

健，但是占比较小，因此这个领域被专家

谈得比较少，有关政策落实也比较少。

对于董晨的看法，郑治国表示认同。

他认为， 制度建设需要思考如何培育对

市场发展有帮助的机构投资者。另外，还

需要减持不断地开放，除投资者外，还需

要培育优秀的上市公司， 引导市场向更

健康的方向发展。

何基报继续强调， 资本市场总体上

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包括机构投资者

制度。他表示，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用发展

的眼光看待问题， 美国股市的价值投资

之路经过了

100

多年的发展， 而中国资

本市场到现在仅过去了几十年的时间。

李康紧接着补充道：“今年是改革开

放

40

周年，有句话叫做‘何以解忧，唯有

改革’， 我们能不能做到在对外开放以

前，先对内开放，这样的话资本市场可能

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灿烂的未来。 ”

最后， 冀洪涛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做

出了总结。 他赞同何基报的观点，也认

为资本市场的建设是在发展中才能完

成的。

他举了个例子， 监管通过了企业的

并购材料申请， 也下发了配套资金的批

文，但这时企业说不想要了。 这可能是公

司自己的原因， 也可能是市场的融资功

能受到了限制。 如果是市场的功能出现

了危机，这时候监管想的，就是要如何恢

复市场功能的问题。

冀洪涛还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阐

述现阶段企业将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的方

法。 他表示，当前市场情况下，企业短期

压力会很大，要做好过冬的准备。 只要企

业家下决心寻找快速、高效的方法，去掉

企业自己的杠杆，消除不确定性影响，就

可以活过冬天。

他还表示，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

资本市场还没发挥全球资本配置的作

用，未来三到五年，庞大的、超预期的资

金可能会在中国配置核心资产。这种情

况下，企业度过危机的方式就是成为核

心资产、优质资产。“企业家要有过渡的

心态和准备，要赶紧做出行动，越晚这

个日子越难。 ”而作为董事会秘书，任务

就是要帮助企业找到长期的更有理念

的投资者一起渡过难关，才能有机会分

享未来。

兴业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张忆东：

A股估值已到底部区域

在结构分化中寻找投资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孟庆建

8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于青岛举

办的 “第

12

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论

坛”上，兴业证券研究院副院长、三届

新财富策略分析师冠军张忆东对外分

享了

2018

年资本市场投资策略。

张忆东表示，要量化、辩证地看待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当前

中国资本市场危中有机；在“三去一降

一补” 的环境下， 中国经济短期有阵

痛，长期不悲观；

A

股估值已经到了底

部区域，当前做投资应该看性价比，应

该在结构分化中寻找投资机会。

张忆东认为，中国经济短期依然

层峦叠嶂， 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

是受到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外围因素

影响； 二是面临全球信用收缩的压力，

美国加息周期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和

资本市场带来影响；三是面临国内去杠

杆政策压力，长期战略正确、短期面临

阵痛。

他认为，对待中美贸易战要有几个

方面的视角： 一是需要有持久战的预

期，在美国

11

月份中期选举结束之前，

中美之间可能会不断有新的情况出现；

二是量化地看待影响， 如果仔细地算

账，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并不

大，而贸易战对中国信心的影响已经充

分反映在资本市场； 三是要辩证思考，

从世界经济发展上看大国博弈常见，关

键应该来思考如何应对。

张忆东认为，可以参照德国和日本

两个与美国进行过贸易战的典型国家。

上个世纪

80

年代受到美国贸易打压的

德国，通过脱虚向实、加大制造业，把危

机转变成发展机遇， 成为德国在

90

年

代崛起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日本坚

持出口导向的老路，为了防止汇率过快

升值不断降息，引发货币泡沫化，产业

空心化，导致了几十年的衰落。 中国如

果走日本的老路不断放水是走不通的，

要放弃幻想，重点应该放在如何解决长

期问题。

张忆东认为，中央对下半年经济部

署仍然坚持去杠杆策略，在当前，坚持

去杠杆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

2017

年

中国经济总体负债率是

260%

， 这个数

据还没有包括地方债务和金融行业负

债。 当别人不断收紧流动性的时候，如

果继续进行扩张， 只能扩大债务风险。

为了解决长期的问题，短期经济下行是

必然的。

张忆东预测， 下半年国内去杠杆的

力度可能还会持续， 甚至有可能延续到

明年上半年。 但是中国经济的杠杆率高

是结构性的， 国内的高杠杆率主要体现

在与地方政府有关的领域以及一些非上

市公司， 上市公司财务杠杆问题在前两

年去产能、去库存过程中已经得到修复。

对于当前环境下的投资策略， 张忆

东认为，资本市场中期仍然压力较大，但

是企业投资最重要的是“看性价比”。 对

于能够保证自由现金流、 商业模式健康

的优秀公司，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反而是

这些公司做大做强的机遇期。 在这一轮

的去杠杆过程中， 会使很多优秀公司做

大做强。

张忆东认为，当前

A

股估值已经到

了底部区域， 外部因素影响的主要是企

业估值而非基本面， 当前投资应该把眼

光聚焦在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 关注结

构分化， 各个领域的核心资产在经济出

清时往往表现出“强者恒强”的特征。

张忆东对比中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

状况分析，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也面

临很大的宏观风险，有美苏争霸、美日

贸易战等各种外部因素，但是美国上个

世纪

80

年代的崛起和资本是息息相关

的，风险中孕育了伟大的公司，也孕育

了伟大的投资者比如巴非特。 伟大的公

司就是资本市场的核心资产，资本市场

正在发挥它对产业升级的伟大作用，在

不断推进制度的创新和新兴市场的投资

机会。

海尔家电产业集团副总裁陈录城：

打造世界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做转型升级的播种机

证券时报记者 孟庆建

8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于青岛举办

的 “第

12

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论坛”

上，海尔家电产业集团副总裁陈录城出

席论坛并演讲，介绍了海尔在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最新进展和未来愿景。

陈录城表示，在新一轮工业革命

大潮中世界各国都试图抢占先机，海

尔要抓住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机会，打

造全周期、全流程、全生态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颠覆、重构原来的工业体系，

为用户定制美好生活体验，创造用户

终身价值，最终来实现全球引领。

陈录城分享，海尔自主研发的“

COS－

MOPlat

” 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复制到

7

个领域，

12

个行业，

11

个区域。海尔希望

将其打造成世界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打造成国家名片， 成为为其他企业转型

升级赋能的播种机、助推者。

抓住工业互联网机会

作为中国家电行业的“优等生”，

海尔在工业互联网探索上也走在了行

业前列，其打造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全球首家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

COSMOPlat

”，

生态逐渐蔚然成荫。

陈录城表示，工业互联网是基于移

动互联网之后最大经济活动，抓住这个

机会就有可能在全球实现引领。海尔认

为要抓住工业互联网时代的新机会，就

是要定制用户的美好生活，创造用户的

终身价值，最终来实现全球引领。

海尔为什么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

台？ 陈录城表示来自三个层面需要：在

国家层面，在推动和引导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新旧动能转化、高质量发展方面，

国家对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出了新

的要求；从行业层面，在工业转型升级

过程中，行业需要构建统一的平台来规

范标准；在企业层面，企业需要能够缩

短制造周期和降低制造成本的工业互

联技术支持。 基于这三个方面的需求，

海尔工业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

陈录城介绍，“

COSMOPlat

”工业互

联网平台是海尔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家

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平台有全周期、全流程、全生态

三个特征。用户可以参与生产制造的全

周期，驱动生产制造的全流程，商品流

转流程的中心由企业变成用户。平台把

用户碎片化需求的小数据整合成大数

据，生产企业可以实现从大规模制造向

大规模定制转型，通过定制实现用户的

体验迭代， 让原来的用户变成终身用

户，实现参与者的共建共赢。

助推产业升级

“

COSMOPlat

” 平台不是封闭平

台， 目前已经开放给全球所有企业和

开发者， 实现了跨行业、 跨领域的复

制。 陈录城介绍，“

COSMOPlat

”平台模

式已经复制到

7

个领域，

12

个行业，

60

个细分行业，

11

个区域。 让不同行

业、 不同的开发者可以在这个开源社

区上开发不同的解决方案。

目前“

COSMOPlat

”平台在对企业

助力、赋能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陈

录城表示，“

COSMOPlat

”平台的作用在

海尔自身得到了有效验证，海尔通过此

平台搭建了

10

个互联工厂，实现了产品

不入库率达到

69%

， 其中面向消费者的

是

18%

，面向客户定制的是

51%

。 即

18%

的产品生产完以后可以直发到用户的

家中，

51%

的产品可以直接配送到客户

手中，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具体到业务上，海尔洗衣机产品正

是“

COSMOPlat

”改造的受益者。“原来海

尔洗衣机销售模式是通过内部开发产

品面向用户销售，通过“

COSMOPlat

”平

台引导用户参与来定制、迭代，目前通

过用户参与定制可以一次预售

20

多万

台，做到产品不入库。 通过洗衣机的智

能化把周边如服装、 日化等资源连接，

形成衣联网生态，由硬件定制变成服装

解决方案的定制，在定制过程中实现生

态的增值，有关各方在这个平台上都可

以创造价值。 ”陈录城表示。

陈录城介绍，日前“

COSMOPlat

”平

台通过对山东荣城的一家房车企业展

开社会化实践， 成功把一家房车工厂

按照一个互联工厂的模式进行改造，

把传统房车变成智慧房车， 此后把对

此房车改造的经验通过平台实现了跨

文化的复制，复制到全球

20

个国家。

陈录城表示，“

COSMOPlat

” 平台

也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 今年

4

月

份德国 “工业

4.0

之父” 梅内尔体验

“

COSMOPlat

”平台，评价称可以为德

国的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服务。同时，国

内政府部门也对该平台给予了高度认

可。 近期，工信部授予“

COSMOPlat

”为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示范平台，

国家发改委授予“

COSMOPlat

”基于工

业互联网智能制造集成应用示范平

台， 科技部把该平台作为中德之间科

技合作的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陈 录 城 在 演 讲 最 后 表 达 了

“

COSMOPlat

”平台的未来发展愿景：

“海尔希望

COSMOPlat

能够打造成世

界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打造成为国

家的名片， 海尔不但要成为转型的引

领者， 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赋能其

他的平台转型升级， 成为其他的企业

转型升级的播种机、助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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