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时报记者 张国锋

5

月

17

日， 由证券时报社举办的第

七届中国创业投资高峰论坛在深圳举

行。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在论坛上作主

题演讲时表示， 要应对中美贸易战和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解决之道在于

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草根创业带

动国家繁荣， 而科创板将是中国下一轮

创新经济的发动机。

创新需要发达的

直接融资体系

对于科创板的作用，张维引述了清华

大学教授田轩的研究成果，指出创新与直

接融资高度相关，而股权市场是直接融资

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对于高科技密集行业

的企业，股权市场发展能够促进企业的创

新，而信贷市场则相反。

张维用数据直观展现了中美目前在

这方面的差距：中国是以银行贷款的间接

融资方式为主，直接融资占比仅有

20%

左

右，而美国约为

70%~80%

，中国的直接融

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

张维指出，美国经济的强大与其直接

融资体系高度发达有关，以资本市场为主

导的融资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全社会的创

新创业，其背后的纳斯达克居功至伟。

纳斯达克创立之初积极支持小企业，

其与硅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互支持，

确立了美国在新时代科技领域的巨大领

先优势。

一方面， 纳斯达克引导资本进入高

新技术领域， 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了

制度安排，同时，纳斯达克也为中小企业

提供了融资支持， 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

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高新技术成为经济新的增

长点，并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美国的经济

增长是建立在信息产业基础之上的，信息

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对美国经济的繁荣与

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新经济

结构”形成的根本动力。

张维对科创板和注册制寄予了极大

的期望，他认为科创板将引导资本进入高

新技术领域，有助于解决国内科技企业发

展早期缺乏资金的巨大压力，延长企业生

存期，帮助国内硬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获

得持续成长的机会；而注册制结合严格的

惩罚和退市制度，有利于更好发挥资本市

场价格发现、融资、资源配置三大基础功

能，对构建资本市场健康生态和培育优质

的上市公司具有重要意义。

科创板使命：

培育一百个华为

作为从事创投行业近

20

年 “老兵”，

张维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企业的看法，

他认为企业的发展是有标准答案的，核心

是战略定力和企业家精神。 像华为这样，

无论宏观经济如何、 自己的营收怎么样，

都苦心孤诣、心无旁骛搞研发的企业是中

国企业的榜样。 近几年全球研发

50

强，中

国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进入， 其中华为

2017

年度的研发投入达到

113

亿欧元，排

名全球第五。 所以华为今天能取得这样的

成功，能在全球范围内与苹果、亚马逊、思

科等

11

家跨国巨头竞争。

张维还强调，华为成功的意义不仅在

于其本身，还在于它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

业链的崛起。在华为此前公布的

92

家核心

供应商名单中， 中国含港台在内的厂商共

37

家，占比约为

40%

。 在华为的带动下，为

其提供屏幕、光模块、摄像头模组手机连接

器等零件的供应厂商得以快速成长， 迅速

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华为的采

购也相当于给予了这些供应商一份向其他

企业争取订单的资质认证。

在他看来， 科创板的意义就在于培养

一百家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由点成线，再由

线至面，真正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

此基础上， 中国将形成一个科技创新的良

好生态。

科创板将成为

中国应对贸易战的底牌

张维指出， 纳斯达克在美日贸易中也

扮演了重要角色。上世纪

70

、

80

年代，眼看

日本经济将超过美国， 美国甩掉日本追赶的

神器就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转型，

而其中纳斯达克又起到了关键作用， 纳斯达

克引导资金投向科技产业， 而日本在金融产

业政策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广场协议后，房地

产泡沫破灭和贸易冲突的双重打击， 使日本

经济彻底被击倒。

而在今天， 科创板应该在中国的产业转

型升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倘若我们在高端

核心技术上也完全具备自研自产、 自力更生

的能力，就不再受制于人。 “美国今天能打压

一家华为，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百家华为，将无

惧其遏制。 ”张维说。

张维表示，从人类文明演化与竞争的逻

辑来看，当世界上出现了更好的技术发明和

制度创新的时候，如果不去应用，就会失去

竞争力，而这正是中国今天要继续推进改革

开放，以及设立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的国家

意义。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

科创板使命在于培育一百个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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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创伟业董事长郑伟鹤：

建设大湾区

要有大视野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同创伟业董事长郑伟鹤日前在第七届中国创业投资高峰

论坛上发表了“当粤港澳大湾区遇上科创板”为主题的演讲，从

多个维度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在技术领域的优势和不足，并对

区内创投机构的特点和已经申报科创板企业的质地进行了分

析比较。

他认为影响未来的变量有三个：一是技术变革，中国已经到

了一个技术变革的起点时刻， 科创板的到来就是针对未来的技

术变革，谁能把握技术变革的机会，谁就能把握科创板；二是中

美两国之间的博弈，由此带来的全球政治和产业之间的变动，影

响到每个人的生活； 三是大湾区的政策未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

走值得时刻关注。

技术浪潮下的短板

郑伟鹤指出， 从技术进步浪潮中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地位

可以分几个层次。 首先，大湾区的高校和原创的基础科学资

源落后。 与旧金山大湾区相比，旧金山大湾区有斯坦福等多

所世界顶级高校，斯坦福也是硅谷的发源地之一。 而和北京、

上海比也相差很多，单从高校数量上而言，“

985

”、“

211

”大学

广东有

4

所，上海有

10

所，北京有

26

所，科研机构和研究所

差距更为显著。 但深圳也在努力追赶，国内著名高校纷纷在

深圳建立分校区，伯克利等世界知名学府也在加强和深圳高

校的合作。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仍然以模式创新、房地产、工

贸为主。 世界

500

强房地产有

3

家，恒大、碧桂园、万科，都有

科技创新的尝试，但落地效果不明显。 在大湾区真正有代表

性的科技创新企业是华为，其研发投入在世界排名位于前列。

而中国平安也是一个代表， 其在金融科技领域非常具有创新

力。 腾讯作为市值最高的上市企业本质上还是以社交产品、游

戏产品为主打， 一季度业绩同比增长

44%

主要是金融科技的

贡献，实际上主要来自于微众银行，但这些都是支付领域的创

新。 大湾区从本质上看，从经济基础来看，缺乏科技创新最基

本的元素。

第三，就目前已经申报的科创板企业来看，总体而言各自有

亮点，但不突出，缺少独角兽，缺乏世界级技术水平和规模的创

新性企业。 截至

2019

年

5

月

16

日，共有

14

家注册地在广东省

的企业申报，其中同创伟业投资的有微芯生物和普门科技，其他

还包括有方科技、嘉元科技、华特气体、方邦电子、传音控股等。

同创伟业投资的其他几个申报科创板的企业，如长阳科技、久日

新材和澜起科技已经进入问询阶段。

第四，核心科技企业突破受阻，比如华为遭遇美国制裁就是

典型代表，而比亚迪吸引了众多国际投资者以后，近

3~5

年内也

有一定的退出压力。

第五，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尤其是科技金融服务和投资银

行相对落后，创新资本不足。相比于上海、香港，深圳外资总部少

且专业化的美元普通合伙人较少，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没有

形成规模和品牌。 科技金融服务能力落后，头部券商数量少，且

各大券商研究总部在华南的布局较少。

第六，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待发挥，诸如华为这样的企

业能出现更多的研发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带动创新创业的

氛围。

综上所述，只有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大企业加速转

型发展， 同时包括风险投资、 投资银行等科创金融体系建立完

善，出现更多的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粤港澳大

湾区内的科技企业才能迎来更大的发展。

建设大湾区要有大视野

郑伟鹤认为，对比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粤港

澳大湾区面积大、人口多。 未来要建设大湾区，同时也要走出大

湾区，要放眼整个东亚地区，以大湾区为原点，

5

个小时航程为

半径，能到的国家地区都综合来看，一定要有这个视野，把大湾

区资本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发挥好，同时把东南亚等周边

国家关系处理好，会有更强的协同效应。

从政策走向来看，大湾区的政策走向和科创板的政策走向

有关，与中国资本市场成长史密切相关。 “从上世纪

90

年代沪

深交易所的出现，到

A

股的真正诞生，中国资本市场每隔

10

年

就会出现一个大的变革，

2009

年之前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导致

了创业板的诞生。

2019

年之前是

2018

中美贸易战爆发，科创板

就是这样背景下推出的。 深圳的创投机构和企业家们，一定要

有这方面的勇气和决心。 在这个时点中，我们肩负的不是一个

有限合伙人（

LP

）的使命，肩负的是一个中国梦，是更大的使

命。 ”郑伟鹤说。

他也指出，从资本市场再开放的角度，金融开放未来空间

巨大，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联动则需要与长三角、京津冀形成

你追我赶之势，发挥企业与科技政策的良性互动，此外还需要

特别利用好香港、澳门一国两制的政策优势，形成更大合力共

同向前。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以创新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愿景可期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之

后， 粤港澳大湾区也成为创投界关注的焦

点，而深圳正是大湾区的中心城市。

5

月

17

日， 在证券时报社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创业

投资高峰论坛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郭万达带来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愿景规划

及发展趋势的精彩演讲。

一个中心一个目标

一个愿景

对于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郭万达用一个中心、 一个目标和一个愿景

进行概括。

一个中心就是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贯穿

始终的就是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大局有三个含义： 一是

港澳发展有非常大的空间，香港、澳门作为

一个城市经济体太小，任何一个大都市、大

城市的发展必须得有广阔的空间。 二是大

家往往只看到一国两制、三种货币，但这里

面存在许多创新， 而且要解决港澳居民实

实在在的问题， 把港澳放在非常重要的位

置。三是发挥港澳的开放作用，香港和澳门

是自由港，香港还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如

何利用好这些优势都是大湾区规划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一个目标， 即既是有活力的世界级城

市群，也是现代化的大都市圈。一旦从城市

群转到都市圈，意味着打破行政区划，鼓励

通行。 现代化的大都市圈是大湾区非常重

要的一个愿景， 只有都市圈才能真正把大

家连通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整个国家

城市群中， 粤港澳大湾区的大都市圈特征

也非常明显。

还有一个愿景， 就是全球有影响力的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规划中特别提到，到

2035

年整个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支撑的

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整个大湾区都要以

创新支撑。

密度、浓度和畅度

市场普遍预计， 到

2020

年粤港澳大

湾区的

GDP

有望接近

2

万亿美元， 规模

相当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 高于加拿大、

俄罗斯、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 那

么，大湾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趋势？ 郭万

达也用了三个关键词进行概括： 密度、浓

度和畅度。

首先，大湾区空间格局的变化将提升

城市的密度。 而大湾区产业形态的变化，

将推动知识外溢，增强创新的浓度。 最后，

大湾区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提升市场的通

畅度。

郭万达表示， 大湾区很看重的就是怎

么畅通各种要素， 所以这里面将出现几个

很重要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空间格局的

变化，可能会极大提升城市的密度。首先是

基础设施的连通， 使得城市和人口会更加

集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中对

整个基础设施的连通非常重视。连通以后，

经济的密度会大幅提升， 本身意味着大湾

区整体经济的总量包括人均收入、 经济水

平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从整个国家的

层面来看，我们还要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

大湾区其实已经直接跨入高收入， 就是进

入高收入的经济。人口密度会增长，城市首

位度也会发生变化。以我的看法，香港和深

圳这两个极点是强强联合， 两个中心城市

的带动， 可能在大湾区中成为非常重要的首

位城市。此外，每一个地方都会出现新的城市

中心变化。 ”郭万达说。

第二个趋势是大湾区产业形态的变化

会推动知识的外溢，增强创新的能力。 大湾

区的产业类型非常丰富，特别是制造业的集

群和智能制造在大湾区里会出现非常重大

的变化。 郭万达还特别提出创新的形态变

化。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

的是建立开放的区域、创新的共同体，这里

面包含了各个城市大学、企业政府之间的协

同，各种协同的创新，正如大湾区还特别强

调香港服务、深圳研发和东莞转化，在东岸

的产业链中特别强调相互之间的结合，形成

先进制造业中心。

郭万达表示， 要素的自由流动会提升市

场的通畅度，这里面是人才、资本、信息、技术

等各种要素，既有跨境的流动，也有跨区域的

流动，首当其冲就是金融。金融作为很重要的

要素，其中就包括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如何在

大湾区流动。

郭万达还总结了大湾区四种类型的互联

互通：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湾区电子

支付系统互联互通、 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

通和大湾区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 与此同时，

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景值得期待。郭万达表示，

“大湾区就是一个连通非常紧密的大都市圈，

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通往各个城市、

人口可能超过一亿的发达经济体， 一系列的

公共政策突破会创造新的发展红利， 每年都

会有新的政策。 此外，市场的空间拓展会创造

更多新的需求，带动产业的发展，跨区域、跨

境的协调会形成新的吸引力。 生态环境和营

商环境会使得大湾区更加宜居宜业， 所以这

个世界级的湾区、 现代化的都市圈值得大家

期待。 ”

� � � � 大湾区空间格局的变化将提升城市的密度。 而大湾区

产业形态的变化，将推动知识外溢，增强创新的浓度。 大湾

区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提升市场的通畅度。

� � � �应对中美贸易战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解决之

道在于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草根创业带动国家繁

荣，而科创板将是中国下一轮创新经济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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