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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经济数据连连看：解码深圳高质量增长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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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赋

予深圳新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

对深圳未来长期发展具有里程碑

式意义。

那么，深圳经济的“成色”到底

如何？近段时间，深圳上半年经济数

据和各区经济发展数据陆续出炉，

我们不妨从中解码深圳高质量增长

的“基因”。

数据显示，

2019

年上半年深圳

生产总值

12133．92

亿元，按可比价

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7．4％

，领跑国

内一线城市。上半年，深圳的固定资

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

表现较为出色， 增速分别达到

17.6％

和

7.7％

。与此同时，进出口总

额方面降幅有所收窄， 值得一提的

是深圳的民营企业， 在世界经济形

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 深圳民营企

业进出口持续增长， 外贸内生动力

不断增强。上半年，深圳民营企业进

出口

7754.2

亿元，增长

4.4％

，占深

圳外贸总体的

58％

。

深圳各区的经济数据也相继出

炉，各区定位不同，这些经济数据也

大致勾勒出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基

本面貌和主线。

数据显示， 上半年

GDP

超过

2000

亿元的行政区包括南山、龙岗

和福田。 其中，南山区上半年

GDP

高达

2698.39

亿元， 在增速方面也

领跑全市，高达

8.6％

，比全省和全

国的同期增速分别高出

3.1

和

3.4

个百分点；龙岗、福田区紧追不舍，

上半年

GDP

分别为

2094.86

亿元

和

2048.96

亿元，增速分别为

8.1%

和

7.2%

。

此前， 一个和深圳有关的段子

在网上热传。段子称，被美国“封杀”

的华为、中兴、大疆等几家科技企业

都有一个共性———来自深圳市南山

区粤海街道。 于是，“深圳最牛街道

办”这顶“帽子”砸在了粤海街道办

的头上。 尽管粤海街道办已官方澄

清称，中兴、华为和大疆三家企业均

已搬离该街道， 但粤海街道在去年

创造了不少于

2509

亿元的

GDP

，

一个街道足以占到整个南山区一半

的

GDP

。 南山是腾讯等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科技企业的总部所在

地，也顺理成章打出“打造湾区总部

经济带”的口号。 此外，南山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28.2

亿元，增

长

16.3%

，增速全市第一。

提起名企和工业， 也要提及龙

岗区。 网上也曾热传一则段子关于

龙岗区和华为公司的“关系”。 上半

年， 华为依旧实现营业收入两位数

速度增长， 业绩表现稳健。 除了华

为，龙岗紧紧把握坂雪岗科技城、阿

波罗未来产业集聚区、宝龙科技城、

国际低碳城、 大运新城等重点发展

片区， 在华为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作

用下， 加大力度发展

5G

等优势产

业。数据显示，上半年龙岗区工业增

加值增长

9.5％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增加值增长

10.2％

。上半年，南

山、 盐田、 龙岗三区拿出了超过

10％

的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合计增

加值超过

200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

已成为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定

器和压舱石。

今年上半年， 坪山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321.49

亿元，增长

8.5％

。

在深圳各区中坪山的经济总量不算

大， 但上半年坪山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为

170.68

亿元，增长

3.2％

。 就

在今年

4

月，深圳高新区扩容，总面

积

51.6

平方公里的坪山高新区正

式被深圳市明确为深圳高新区核心

园区之一， 对于坪山区来说无疑是

一个重大利好。

在宝安和光明区的经济数据

中， 固定资产投资都持续保持高速

增长。 上半年， 宝安固定资产投资

580

亿元，增长

32.5%

，总量和增速

均为全市第一。 光明区固定资产投

资持续高位运行，排名全市第二，增

速达

25.3％

。

福田和罗湖是深圳相对的 “老

城区”， 上半年

GDP

增速同为

7.2%

， 总量分别为

2048.96

亿元和

1082.83

亿元。福田的金融业增加值

依然强劲 ， 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675.81

亿元，同比增长

4.7%

，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33.0%

， 占全市

金融业增加值比重达

40.6%

。不过，

福田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

9.9%

，低于市对区下达的全年目标

任务

4.3

个百分点。

最近，一场名为“鹏城八月欢乐

游购” 的消费节庆活动正在深圳各

区各商圈展开， 作为深圳传统的消

费旺区，罗湖的东门商圈人潮涌动，

各大商场门店均客流满满。 消费和

零售业等是罗湖的主导产业， 在外

贸进出口受到冲击的形势下， 经济

成熟区罗湖的经济仍保持稳中向

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居全市

第二。 如今， 深圳正在补足消费短

板， 罗湖将成为深圳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重要承载区， 给未来发

展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 罗湖区和龙华

区这几年的

GDP

数据都在“你追我

赶”，从上半年数据来看，龙华区的

GDP

为

1087.03

亿元， 同比增长

3.5%

，罗湖区与龙华区的

GDP

总量

差距进一步缩小。

央行开展

500亿元逆回购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

20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

了

5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因当日有

600

亿元逆

回购到期，人民银行净回笼

100

亿元。

19

日以

来，人民银行已连续两日实现净回笼。

央行发布公告称， 当日开展

500

亿元逆回

购操作，期限为

7

天，中标利率为

2.55%

。

当日，银行间市场各期限利率涨跌互现。

20

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

Shibor

）显

示，隔夜和

7

天利率分别为

2.642%

、

2.664%

，较

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2.4

个和

0.8

个基点；

14

天

利率为

2.791%

，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

1.8

个基

点；一年期利率为

3.068%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

行

0.6

个基点。 （据新华社电）

硬脱欧风险高

英国提出新脱欧协议条件

英国按计划将于

10

月底退出欧盟，现在只

剩下不到

3

个月的时间来解决这场已持续三年

的危机。 只是，英国脱欧前景不明朗，硬脱欧风

险依然居高不下。

据海外媒体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本周展

开就任首相后的首次出访， 他首先将在柏林与

德国总理默克尔见面， 随后在巴黎会晤法国总

统马克龙。 不过，约翰逊率先致信欧盟，正式提

出新脱欧协议谈判条件， 这是约翰逊成为英国

首相近一个月后首次就脱欧事宜主动联系欧盟

方面。

英国首相府发布了这封信的内容， 约翰逊

在这封致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的信中说，英

国对此前脱欧协议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有关北爱

尔兰边界问题的“备份安排”上，这一安排危害

英国主权完整，而且“不民主”，新脱欧协议必须

取消“备份安排”。此外，约翰逊呼吁英欧双方找

到一种“灵活、有创造性的”替代方案来解决脱

欧可能造成的北爱尔兰边界问题。

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

协议曾三次被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 但欧盟

方面也曾多次表示， 不会与英国就脱欧协议展

开新的谈判。 约翰逊还呼吁法国和德国改变在

脱欧问题上的立场，协商出一份新的脱欧协议，

否则他准备带领英国无协议脱欧。

不过， 欧盟执委会发言人

Natasha Bertaud

表示，无协议脱欧绝不是欧盟的首选方案，但欧

盟执委会认为现阶段没有必要额外准备应急措

施，已做好这一可能性发生的准备。 截至目前，

英欧双方在脱欧后达成新协议或就现有方案的

问题上仍停滞不前。还有消息指出，欧盟执委会

主席容克强调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 将不幸成

为最大的输家。

英国在约翰逊带领下如何进行脱欧， 以及

英国经济会遭受哪些负面影响， 一直是市场关

注的焦点。海外媒体披露的一份政府文件显示，

无协议脱欧将使英国面临燃料、 食品和药品短

缺、 港口陷入三个月混乱、 与爱尔兰出现硬边

界、社会福利成本上升等问题，显示出英国应急

规划方面的漏洞。

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第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

0.2%

， 是自

2012

年第四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这

样的情况。英国经济萎缩缘于脱欧的不确定性

给商业投资施加压力，并且英国获准推迟脱欧

以后企业减少库存。 据悉，英国政府申请延期

脱欧以前，许多企业为应对无协议脱欧，加紧

生产并大量囤货，推升经济增长。 今年第一季

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5%

。

（吴家明）

二

早期投资撒下科创火种 植入深圳创新土壤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发布《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再次对深圳委

以重任，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

窗口继续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

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形成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

而对于深圳的创新地位， 更是

首次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 要求到

2025

年，深圳研发、产业创新能力

世界一流，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

全球城市前列；

2035

年更是要建成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到本世

纪中叶深圳力争成为竞争力、 创新

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改革开

放完整走过

40

年、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全面推开之际， 以创新为名片的

深圳特区又被寄予开拓国际科创引

擎的厚望，全面激发创新活力、动力

和潜力的探索使命。

而作为发掘“明日科技之星”的

投资伯乐，多家创投机构表示，此次

深圳先行示范区“大礼包”带来多项

利好， 对于创投机构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创业板推动注册制改革， 有效

畅通的退出渠道， 让更多科创企业

能够在资本市场实现融资， 加速科

研创新能力， 而在助力深圳成为国

际创新中心方面， 创投机构扮演的

角色则是筛选最好的科创种子，植

入深圳的土壤， 让其生根发芽成长

后，形成产业集群，再反哺下一批的

科创企业，天然带有国际化基因。

创业板注册制

畅通退出渠道

《意见》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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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科创板启动后，深交所

也随即提出， 将对创业板进行改

革。 此次文件的下发，表明创业板

开通十周年之际改革步伐又向前

推进了一步， 这是对创投机构最

大的利好。

“如果创业板也推行注册制，可

以缓解企业目前等待科创板审核的

状况， 创投机构尤其是深圳本土创

投机构的退出渠道也更便捷。 创业

板本身的设计就对科技创新企业做

了很多布局， 对于创新类企业的理

解也更深入。 ” 松禾资本合伙人袁

宏伟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从地理位置和产业集群来说，

给投资深圳本地早期硬科技的创投

带来更多信心， 而更多深圳本土的

科创企业如能在本地上市， 也会起

到示范作用，经过

10

多年的创业在

资本市场实现融资， 也会加速推进

创新脚步。 ”

在君创基金总经理杨桓看来，

完善创业板、推动注册制改革，对于

创投机构而言也增加了退出的可选

择性，鼓励了早期投资，让

PE

机构

改变过去

pre-IPO

为主的打法，敢

于投早期、投成长期，加大成长期项

目在基金中的配置比重。

时代伯乐的观点认为， 如果创

业板推行注册制， 按照目前科创板

的五套标准， 只要满足其中一套就

可以上市。 简单来说就是： 利润为

正，收入过亿的就可以上市；如果利

润是负， 科技研发投入达到标准

的，收入过两亿就可以上市。 对于

创投机构来说，这将拓宽投资项目

的退出渠道，也将有效引导投资机

构布局更具市场活力的中小企业、

科技创新企业，扶持中小型创新企

业、民营企业通过注册制在境内发

行上市。

而《意见》也强调在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方面先行先试， 这对于本土

创投也是利好消息。袁宏伟表示，诸

如大疆科技、 商汤科技等本土科技

类公司都是美元架构， 而人民币基

金投资美元架构的公司有制度审批

障碍， 走流程需要的时间成本太

大，由此错失了好的机会。 希望新

的细则，能让本土创投机构投资美

元框架的创新类创业公司，用人民

币基金投资的渠道， 更迅速和有

效，这样才能深度参与科技类独角

兽的成长。

早期投资

助力国际科创中心

《意见》特别强调要加快实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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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首

次明确提出， 要把深圳建成现代化

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作为深圳本土创投机构， 在时

代伯乐看来， 将有更多机会接触到

深圳产业链上的企业， 战略新兴科

技企业本身的发展前期需要大量的

资金支持， 所以会继续围绕聚焦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和精准医疗

两大行业， 加大对深圳本地企业的

投资力度。

杨桓也认为， 此次大礼包首先

会吸引

5G

、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科

学与技术、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相

关行业的人才到深圳，也会吸引新

的机构选择总部落户和之前在其

他地方创业的企业落地深圳，而对

于投资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

的机构， 深圳营造的创新创业氛

围， 可以增加在本地企业的投资选择

性， 增加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产业基

金的可能性。

袁宏伟强调，作为创投机构，就是

尽可能地发现、 引进和支持科技创新

的企业，从海外市场筛选最好的种子，

植入深圳的土壤， 让它们在市场上经

历风雨，进行磨练，等这些科创企业茁

壮成长并且获得成功之后， 自身通过

加大研发投入， 形成的产业集群都自

带全球竞争力， 从而能进一步反哺推

动创新。

“比如深圳成长起来的华为、腾

讯都是典型的例子， 深圳形成的良

好氛围要能够给有抱负有能力的科

研人员、科学家更多的机会，落地实

现研发的产品，在整个产业链条成为

重要的引擎，通过市场实现自身技术

的价值， 给下一代青年树立榜样，只

要有足够的努力和能力， 就能在深

圳实现技术理想和财富梦想。 ”袁宏

伟说。

她还特别强调， 深圳要发挥创新

引擎作用， 就要在制度创新上有所突

破， 在可预期的长期持续的机制和正

常商业逻辑的生态环境下， 可以做到

机会均等，公平对待，构建正常的、有

信任度的营商环境。 总结深圳改革开

放取得成绩的经验， 很重要的原因之

一是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干预很少，

民企在市场环境下正常、自然地优胜

劣汰，留下像腾讯、华为这样屹立不

倒的巨头，希望将来还能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

干预企业的行为，让深圳的科创企业

正常经历市场的打磨， 发展壮大，来

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 大浪淘沙，最

终留下的是新一批能够引领全球创

新的企业。

吴家明/制表 翟超/制图

注：地图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