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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济民制药：

“类庄股”特征明显 定增存忧

即便是

1

年飙涨

4

倍多，但是子公司业绩承诺纠纷、上市公司

定增实施难度加大，济民制药的隐忧不容忽视。

新材料行业期待“蝶变”

资本市场活水注入新动能

A6

大族激光上半年净利降六成

欧洲项目明年底完工

大族激光披露半年报

，

业绩下滑

，

欧洲研发运营中心预计于

2020

年底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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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侧袋机制

有助应对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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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不惮自我否定的“零售之王”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在共和国

70

周年历史中， 招商银行

32

年的发展历程只能算是弹指一挥间。

正是这短短的

32

年，招行将“因您而

变” 的理念印入了每一位客户的脑海。 当

然，时代在进步，“因您而变”如若不是一句

空话， 则需公司上下始终具有极强的自我

否定勇气。毫无疑问，这是一桩难事。特别

是当招行早已不是蛇口当年那家白手起家

的财务公司， 而是一家总资产近

7

万亿元

的庞然大物之时。

但招商银行把这件难事坚持了下来，

还有继续发扬光大的势头。 最近的一件小

事，更是足以见微知著。

为批评而生的蛋壳

近日，招行基层员工对公司积弊已久的

大企业病忍无可忍，发文痛斥“招行离冬天

还有多远”，行长田惠宇则疾呼“若批评不自

由，则赞美无意义”。 这一问一答遥相呼应，

都是源于招行的内部交流平台“蛋壳”。

招行总行蛋壳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蛋壳上共有帖子

7600

多篇，类型包括但不

限于业务产品项目批评、建议征集、深度观

察、创意搜罗、相关部门反馈、知识普及、专

业技能培训等。 正式上线一年零四个月，蛋

壳的总用户数突破了

9.4

万；总访问量突破

850

万，单周访问量在高峰时能达到

25

万。

在部分招行员工看来，“蛋壳” 正孵化

出更加平等、更具主人翁意识的招行精神，

这是在其他银行体制内很难实现的。

记者看到，蛋壳上尺度大、火药味浓的

帖子比比皆是。有员工直接将公司

ETC

推

广业务定义为“史诗级失误”，开杠“也谈

ETC

慢人

N

拍”， 直问领导层 “

ETC

这事

（为何）最后遭殃又是基层员工？ 到现在没

个清晰政策，到底什么情况能免费送、通行

费能打几折？ ”

“很多单位都有员工贴吧、员工社区这

类平台， 而蛋壳不仅仅是供员工简单地发

言，而是要真正做到打破科层制的壁垒、打

破部门的竖井，让全员无障碍交流；让每一

个意见或建议，能够触达相关人员，能够被

转化成实际落地举措。”蛋壳项目负责人告

诉记者。

他向记者坦言：“在蛋壳之前，我们也有

行长信箱和创新平台，但是都不了了之。 我

们接到蛋壳任务之时，请了互联网大牛做运

营辅导。 引入了大

V

和意见领袖，使得蛋壳

上不断有内容输出，提高员工参与度。 ”

有事“上蛋壳发一条”

记者获悉， 蛋壳

7600

多篇帖子下面，

共有

7

万多条评论；而这

7

万多条评论中，

又有高达

6

万多条“

@

（提到）”。值得一提

的是，在蛋壳推出之后，由于被

@

的对象

主要是公司中层领导， 因此蛋壳一度成为

招行很多领导的“噩梦”。 田惠宇就曾在行

内表示，“因为蛋壳， 现在最恨我的是部门

老总”。

田惠宇说这句话的背景是： 蛋壳上线

后， 不少部门被接连不断的吐槽打乱了阵

脚。 比如财务会计部被吐槽差旅系统不好

用，信息技术部被吐槽邮箱空间太小，人力

部门整天被

@

询问各种人力政策。 此外，

蛋壳上还充斥着很多基层员工乍现的 “灵

光”：有人从总行大楼一家咖啡馆的倒闭联

想到全行正在推进的两大

App

的

MAU

战

略；有人提出各类有关场景拓展的脑洞；有

人阐述产业互联网布局的设想……

田惠宇不仅仅要求部门领导对员工的

批评指正即刻整改， 还要求中高层从员工

的建言献策中找到可以落地的部分后期执

行。 热度在

3000

以上的帖，田惠宇都要求汇

总并组织中高层分析学习。

“我们内容不做审核，没有拦截机制，谁

都能发帖和

@

。刚上线的时候，田行长还要求

必须要

@

相关部门，同时要求被

@

部门领导

24

个小时内作出回复，然后在线督办。 ”蛋壳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任何人在蛋壳上提交意见或创意时，都

可以跨越岗位、部门、条线

@

任何人；而被

@

的部门也必须限时对创意发起者进行回复，

并更新解决进展。对于创意类帖子，部门可以

选择采纳并进行孵化。 部分基层的真知灼见，

已经成为高层决策时的依据。

蛋壳建言落地的例子不胜枚举。据记者粗

略搜集，招行小企业金融部和交易银行部开发

企业

App

时， 极大地采纳了蛋壳上的相关建

议；此前有员工在蛋壳上发帖表示应针对车主

这个细分客户群做深度经营，相关部门随即便

紧锣密鼓开发针对车主的定制化

App

。

记者获得的最新数据是， 蛋壳上评论回

复率目前已经突破了

85%

； 意见采纳率为

20%

，采纳建议共

1500

多条。 值得一提的是，

招行还依据这些建议对实际业务的助推效

果，将被采纳建议分为金牌、银牌、铜牌三个

等级，并且在年终总结大会上给予颁奖鼓励。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招行基层员工遇到

推动不了的问题的时候， 互相间的口头禅已

经变成“上蛋壳发一条”。 招行过去“上头千把

锤，下面一颗钉”的总分支行话语格局正在被

蛋壳平台逐渐打破， 一线的声音与意见能够

有效辐射并影响总行， 议事规则因此而有潜

移默化的调整。 （更多报道见 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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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70 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企业强势崛起，成为各自

行业的领军者。这些拥有相当规模和竞争力的微观经济主体，不论是

改制后焕发出活力的传统行业国有企业， 还是网络时代迅速崛起的

民营企业明星，都是中国经济繁荣和强大的基石。

本报特推出“壮丽 70 年 行业排头兵” 大型系列报道，选择一批

在国内国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型行业龙头上市公司， 揭示其竞争

力的实况，展示这些企业不凡的发展历程和精神风貌。这是我们给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一份献礼，同时我们也希望它能给资本市场的投

资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A2

深交所：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2019

年至今，深交所共作出纪律处分决定书

62

份，较去年同

期

37

份明显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支持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意见》。 深圳的使命正不断深化。

深圳一直是改革的“试验田”、开放的

“窗口”，承担为改革开放先行探索的使命。

《意见》给深圳提出了

5

项战略定位，包括

高质量发展高地， 在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体

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法治城市示范，深

圳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国际一

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城市文明典范，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建高水平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民生幸

福标杆， 深圳要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

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可持续发展先锋， 深圳要打造安全高效的

生产空间、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碧水蓝天

的生态空间，在美丽湾区建设中走在前列。

《意见》给出了深圳城市发展的目标：到

2025

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

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

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

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到

2035

年，深圳高质量发展

成为全国典范， 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

先， 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

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

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

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意见》要求深圳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支持深圳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

优势， 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 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支持深圳建设

5G

、人工

智能、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生命信息与生物

医药实验室等重大创新载体， 探索建设国际

科技信息中心和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 加

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实施关键核心

技术攻坚行动，夯实产业安全基础。探索知识

产权证券化， 规范有序建设知识产权和科技

成果产权交易中心。 支持深圳具备条件的各

类单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设立科研机构，推

动建立全球创新领先城市科技合作组织和平

台。 支持深圳实行更加开放便利的境外人才

引进和出入境管理制度， 允许取得永久居留

资格的国际人才在深圳创办科技型企业、担

任科研机构法人代表。

《意见》要求深圳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未来通信高端器

件、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创建制造业创新中

心。 开展市场准入和监管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建立更具弹性的审慎包容监管制度，积极发展

智能经济、健康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打造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研究完善创业板发行上市、再融资和

并购重组制度，创造条件推动注册制改革。 支

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

新应用。 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

（基金）产品互认。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

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

《意见》要求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新格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探

索完善产权制度， 依法有效保护各种所有制

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 支持深圳开展区域

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 高标准高质量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支持深圳试点深化外汇

管理改革。 推动更多国际组织和机构落户深

圳。 支持深圳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和文化

交流活动，建设国家队训练基地，承办重大主

场外交活动。 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 按程序组建海洋大学和国家深海科

考中心，探索设立国际海洋开发银行。

（更多报道见 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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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新使命

深圳再出发

本报评论员

8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深圳要朝着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 努力创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

《意见》的主要内容有：为深圳提出了 5项战略定位，希望

深圳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

幸福标杆和可持续发展先锋； 要求深圳提升民主法治建设水

平、提升教育医疗事业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深圳勾

画了 2025年、2035年发展蓝图； 提出了多项促进深圳发展的

具体举措，包括创造条件推动深交所注册制改革、支持在深圳

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推进深圳在人民币国际化上先

行先试、在深圳探索设立国际海洋开发银行、在深圳组建海洋

大学和国家深海科考中心等。 这些擘划，高瞻远瞩，布局宏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下， 深圳以改革开放探索者

和排头兵的身份，闯禁区、破坚冰、探美境，以迅捷的速度和稳

健的步伐，创造了一个现代化城市崛起的奇迹。 如今，深圳不

仅成为中国内地最有活力、经济最健康的城市，也是全球最有

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可以说，面对改革开放的时代

命题，深圳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不负历史和人民的重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深圳特区诞生 39 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对深圳做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 的期许，对于年近不惑之年的深圳特区来说，这

是一项充满挑战，却又值得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

想当年，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时，中国

百废待兴，而全球化的浪潮方兴未艾，这是深圳特区起步之初

的时代背景；如今，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深圳也

从一个小渔村崛起为现代化大都市，经济总量超越香港，但与

此同时，国际上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是深圳承担

新使命时的时代背景。 这两个时代背景有所不同，因此，在为

完成新使命而谋划、奋斗的过程中，深圳所运用的策略自然会

有所不同。 然而，深圳特区在近 40 年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宝

贵经验不能丢，它们是深圳完成新使命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宝。

这些宝贵经验， 深圳市民在多年前通过全民网上投票的

方式，给予了很好的总结，它们包括：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

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

根、深圳的魂；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

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

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些宝贵经验，历久弥新，值得重

温、铭记，并在新的实践中发扬光大。倘如此，我们将在下一个

10 年、20 年、50 年中，见证深圳新的荣光。

勇担新使命，深圳再出发。 新时代，新发展，新篇章，让我

们和深圳一起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