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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圆桌论坛：再出发———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新征程

证券时报记者 许擎天梅

“第

12

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论坛”

日前在青岛举行。在董事长圆桌论坛环

节，主持人为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

研究所所长李迅雷，特锐德董事长于德

翔、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佳发教育

董事长袁斌、 精测电子董事长彭骞、健

帆生物董事长董凡受邀参与了董事长

圆桌对话，围绕《再出发———改革开放

四十年后的新征程》议题，讨论民营企

业在经济患难时期如何转型升级，并分

享了各自的观点。

于德翔：“新能源 + 新

能源汽车” 是下个风口

特锐德是创业板第一家上市企业，

股票代码是

300001

。 上市前十年，特锐

德是做传统的高端供电设备，中国高铁

60%～70%

供电设备是由其提供的。在当

前改革开放

40

周年， 又面临着经济转

型、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于德翔认为，在

房地产和互联网之后，“新能源

+

新能源

汽车”产业有可能成为继房地产和互联

网之后最大的产业。

于德翔称，特锐德在二次创业时，

在设备制造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产业

升级， 把传统的设备制造上升到充电

网。对于充电网和充电桩的区别，他解

释道，两者其实不一样，如果到

2030

年中国有

1

亿台车， 每个小区有

500

台车，简单的充电桩模式，整个电网不

可能支撑这么巨大的规模化的电动车

发展。 所以必须把一个区域里的充电

桩进行智能化的改造和物理化的连

接，形成一个小的微电网系统。简单来

说，充电桩只是把电放到车里面，充电

网不仅仅要把电放到车里面， 还要在

高峰期的时候把车上富裕的电放出

来，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 同时，在充

电桩之间要进行信息化的通讯， 不仅

是和车通讯， 还有和人通讯以及电网

通讯，未来新能源车要充新能源的电，

形成了和车和电网之间协同的网络。

这个网络未来有四层的结构， 有底层

的设备层， 有能源层， 第三个是控制

层，控制车、控制充电，控制充电桩，顶

层是数据层和互联网层。简单来说，充

电网要把能源层、设备层、控制层、互

联网层融合到一个新的生态。 于德翔

强调， 电动汽车的充电网是未来规模

化电动汽车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新网

络，没有这个网络，规模化的电动汽车

无路可走。

于德翔同时表示， 未来的新能源

的车一定要充新能源的电。 未来规模

化的电动化汽车， 可以把所有不用的

电都放到汽车里面。 在电网需要的时

候再把它放出来， 未来新能源

+

新能

源汽车， 是能够带来好环境的巨大产

业， 同时也是把新能源和新交通做了

一个双向的融合。按照现在

1

亿辆车，

每个车

1

天充

30

度电，一年

1

亿辆车

充电

1

万亿度， 现在来看这么大一个

规模要把城市里三分之一的能源每天

充到电动汽车里， 它就会形成一个全

新的新产业， 其实就是充电网把它连

接起来的。所以整个充电网产业，包括

智能制造包括充电运营， 包括数据的

增值服务， 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巨大

的新产业。

于德翔表示， 中国新能源汽车快

速发展， 到去年年底中国新能源累计

的产量是

180

万台， 今年一年会达到

120

万台。“未来这个产业不仅能够改

善环境，同时能够拉动中国经济，在中

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会成为拉动经济

的引擎。 ”于德翔对此充满信心。

最后，于德翔希望，资本市场能够

更多关注新型产业， 通过资本市场和

产业上的协同，能够带动行业的发展。

另外， 他建议所有做企业的要回归到

企业的本质上， 少去或者是不去做那

些商业的东西，因为做企业就是创新、

产品、服务，做商业更多的是思考商业

模式，企业要重回到这个企业的创新、

产品和服务上面的根本上来。

钟宝申：从事太阳能发电

非常有价值

钟宝申首先表示， 隆基股份是一

家做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公司， 不是电

力公司。在他看来，过去的

40

年，中国

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在满足人们的最基

本的生活需求， 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

还有一些基础消费上面。发展到今天，

中国面临着消费升级，环境改善，以及

怎么样让大家生活的更幸福、更舒适。

钟宝申表示，从这个角度，从事太阳能

发电，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情。钟宝申介绍，过去企业主要是设法

把太阳能的成本降下来， 能够让大家

用得起， 到了今天已越来越靠近这个

目标。据钟宝申介绍，中国在新能源尤

其光伏和风电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全球

领先优势，这意味着，隆基股份在新一

轮的新旧动能转换中作出了自己的产

业贡献。

钟宝申认为，过去的十几年，太阳

能光伏备受市场关注，行业跌宕起伏，根

本原因还是受政策影响。 从事光伏产业

的人，通过技术的创新进步，不断驱动成

本降低，另一方面不断的适应政策。政策

初期制定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

的速度，以及市场发展速度。不管是德国

中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是政策制定

者在起初没有想到技术会进步这么快，

发展规模这么大， 所以会给一个电价的

补贴。

“

5

·

31

”光伏新政出台后，直接对光

伏产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 光伏产品

两个月时间下跌了差不多

25%

。 不过钟

宝申认为，从产业的角度看，政策出台与

否这一天早晚要来， 政策只不过是来得

猛了一点，强了一点，但是对产业趋势没

有任何变化。数据显示，光伏占去年全球

电力能源投资的

50%

，从这一点可以看

到全球对光伏产业的追捧。

据钟宝申介绍，现在在印度、南美、

中东、北非等地，太阳能是最便宜的电力

能源，比煤还便宜，接下来的三四年，太

阳能在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和主要的国家

都是最便宜的电力能源。值得一提的是，

太阳能的优势在于， 一旦投资了没有任

何燃料及其他的需求。钟宝申认为，太阳

能具备了这样的技术条件， 未来会很快

成为全球可以依赖的可再生能源。 他还

表示，太阳能产业是不断降价的过程，通

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降价， 成为大家都

可以用得起的可持续再生资源， 所以我

们对产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钟宝申建

议， 国家在制定大的能源战略的时候要

考虑到技术进步对能源战略的影响。 另

外， 钟宝申呼吁社会要对创业者充满善

意，同时希望创业者放手去做。

袁斌：教育信息化手段

实现教育均衡化

据袁斌介绍， 佳发教育是专注于教

育信息化产品研发生产的公司。 教育关

系到每家每户， 民生问题中教育排在首

位。 袁斌称，目前要实现教育均衡化，特

别是实现教育优质资源的共享， 基本是

要通过信息化的手段部分地实现。因此，

公司一直紧盯前沿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

先进技术的研发、 研究和在教育行业的

应用。“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加大

投入，通过信息化来为教育做贡献。 ”袁

斌称。

袁斌表示， 中国在接受教育以及再

教育的人口基数庞大， 不论是国家或家

庭，对教育投入都是从不吝啬的。国家对

教育的投入不能低于

GDP

的

4%

。 国家

教育部颁发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

划， 为未来

10

年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另外，新

高考制度的改革， 给了学生很大的自由

度，同时给教育市场带来巨大机遇。以前

上学的时候， 高中是行政班的形式，同

学、老师是固定的，现在是走班排课，学

生自己可以选老师、选课。

袁斌还表示， 新高考改革从招生录

取制度到教学、教学方法、教学过程都有

涉及， 从学生的总班排课到学业生涯规

划， 对学业水平考试包括综合素质评价

等很多方面都是颠覆性的， 过去的综合

素质评价比较简单，依据是否参加竞赛、

是否得过“三好学生”进行评价。袁斌称，

未来对这些体系将进行全新的构建，因

此会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

对于教育创业者， 袁斌建议他们多

学习、创新，不要急功近利。

彭骞：进军半导体的检测

设备领域

彭骞称， 精测电子在做显示行业和

半导体行业的一些测试设备， 主要客户

包括苹果、华为等。彭骞介绍，从

2016

年

开始， 精测电子在全力地进军半导体检

测设备行业， 公司预计在未来

10

年，全

球半导体行业的投资超过一半会在中

国，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抓住这个产业升

级的机会，依靠科技创新，在半导体测试

这个领域也能够在技术上追赶上去。

据彭骞分享， 公司是属于光电子行

业中的检测行业，从全球来看，检测设备

是一个高度垄断的产业， 基本上排第一

的占到了

70%

的份额，排第二第三的只

能勉强生存。 因此身处这样的行业格局

里，速度比什么都重要。 “之前公司发展

是靠检测设备， 发展的速度依赖于行业

的投资，前面很幸福，因为全球

70%

的

投资在中国，我们也沾光了。 ”彭骞称，

“我们走的是国产化替代， 换句话说，我

们做的产品国内人没有做， 我们是做国

外同行的竞争对手。 ”彭骞表示，投资都

是有周期性的，

2016

年公司面临两条

路，一条是保守的路，要不断的开发新产

品，第二条路是跨行，从显示领域进入到

半导体测试， 寻找下一个风口。 经过决

断，精测电子决定进军半导体检测行业。

为了全面进军半导体测试行业， 第一要

建立自己的平台， 在投入新的研发费用

做新行业时， 首先要保证原有计划的利

润。同时，在海外客户拓展方面花了很多

的精力，三年前播的种子到今年收获了，

今年海外市场的订单非常多。 第二公司

依靠研发投入， 去年在硅谷建立了研发

中心，同时，上海也会建立研发总部。 彭

骞称， 未来公司可能会到全世界研发最

集中的地方， 资源最好的地方去做全球

研发的配置， 另外也会借助上市资本的

这个平台， 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加速推动

战略转型。

彭骞表示， 目前对公司来说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时期， 因为公司在做一个很

有挑战的事情： 精测电子应该是目前唯

一一家在半导体测试领域前后端都投入

很大的公司。 公司的决心很大，希望能够

成功跨进这个行业。

最后， 彭骞提出希望， 国家的

2025

计划可以坚定地坚持下去， 同时在执行

过程中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给予同样的

支持。 他给创业者忠告是：创造力、忍耐

力、坚持，还要有共享精神。

董凡：转型不等于转行

健帆生物董事长董凡在论坛上表

示， 公司从事血液净化相关的技术和产

品，主要运用吸附进行血液净化。 公司是

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创用树脂作为材料，全

血灌流来清除病人血液里的毒素，来治疗

某些疾病。 产品主要针对危重疾病的抢

救和治疗，比如说尿毒症、重型肝病等，是

属于医院里面用来抢救的产品。 公司原

创了这项技术以及相关的产品， 经过

16

年的创业和推广，推到了中国近

4000

家

医院，以及全世界近

30

多个国家。

董凡就“转型升级”这个问题谈了自

己的想法，他认为，转型升级可以分拆成

两个词“转型”和“升级”。 就“升级”而言，

其认为要大胆的升、坚决地升，在这种寒

冬正是企业可以练内功的时候， 正是企

业可以静下来心来看看有哪些投入要夯

实的时候。 为了迎来未来更多的机会，企

业要有更多的魄力，从品牌升级，质量生

产智能化的升级， 以及从市场营销等各

方面升级都是值得的， 有多少、 该做多

少，不要受股价的影响，不要受牛熊的影

响， 专心做自己的事， 该做什么就做什

么。 不要牛市的时候追逐泡沫，熊市的时

候谨小慎微甚至鼠目寸光。

就“转型”来说，董凡认为转型要谨

慎。 转型如果过度了是转行，转型不等于

转行，作为企业来说动不动转行，或者是

大家俗称意义上的转型，是很恐怖的。 他

进一步表示，做实业做实体经济好比是农

耕民族，得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需

要动不动去转型。 从企业的角度看，转型

相当危险要特别慎重，稍微一转过了就成

为了转行，失败的风险很大。 作为实体经

济、制造业，如果轻易去谈转型，甚至去考

虑转行，相当危险，是鲜有成功。如果企业

可以熬得住，胜利就是属于你的。

董凡介绍， 未来公司有可能在更广

阔地领域中推广血液净化的应用， 比如

亚健康的管理、降血脂、吸附血脂、美容，

未来针对健康人群的血液净化也是有可

能的，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了这种萌芽。

他还提出， 希望政府多多关注民营

经济的发展， 民营经济是需要呵护需要

扶持的，在环境非常艰难的时候，给与支

持度过困境就会发展得很好。

此外， 他建议创业者重视信念，要

相信守拙笃定的耕耘才能有收获，要相

信实业报国，实干兴邦，有了这种信念

才能够透过迷雾看到美好的前景，也能

推动我们克服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每一

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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