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新产业蓬勃发展 大武汉期待再迎“高光时刻”

证券时报记者 王明弘

黄鹤楼下，芳草萋萋；不废长江，

万古东流。

“江城”武汉，凭借“九省通衢”的

区位优势和纵横交错的运输体系，书

写了“货到汉口活”的传奇；晚清时期，

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 近

20

年里，先

后开办汉阳铁厂、 湖北织布局等民族

企业，奠定了武汉近代工业化的基础。

19

世纪中叶，汉口通埠，开始由

传统商业市镇向近代都会转型； 大汉

口，也开始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

新中国成立以后， 武汉成为中部工业

重镇，涌现出一批响当当的“武字头”

企业，挺起了共和国的脊梁。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沿海经济带

的崛起， 武汉的脚步相对慢了下来，曾

是我国工业经济重要动力的一批传统

制造业国企逐渐失去活力和竞争优势。

虽然工业基础雄厚，高校林立，人才资

源丰富，但是制造业转型遇阻、经济活

力不足，已成为武汉的一块“心病”。

近日，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巡

礼”采访团走进武汉，走访当地政府部

门、金融监管机构、上市公司等市场主

体，探寻老工业基地“大武汉”的转型

之路和未来的经济增长点。

铆足了劲

深挖“武汉校友” 金矿

武汉是科教大市，共有

90

多所高

校，数量仅次北京，位居全国第二。 其

中，

985

工程建设大学

2

所，

211

工程

建设大学

7

所。 武汉的在校大学生数

量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 丰富的人才

资源是武汉的一张名片。 然而， 近年

来，武汉人才外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城市制造业空心化、 缺少龙头企业和

高端产业生态链的现状， 经济活力略

显不足。

为了留下人才， 武汉可谓铆足了

劲。

2017

年

2

月，武汉提出“百万大学

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力争

5

年内将

100

万大学生留在武汉。 其中，让“大

学生以低于市场价

20%

的价格买到

房子”、“零门槛”落户更是体现了武汉

留人的满满诚意。

为避免更多高层次人才外流，武

汉开始挖掘“校友金矿”，依托人才优

势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7

年，武汉启动“百万校友资智

回汉工程”。 知名企业家小米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就是武汉大学校

友之一。

2019

年

12

月

18

日，小米位于

武汉光谷的总部大楼举办开园仪式。

12

月

20

日，第四届楚商大会在武汉召

开。 雷军在会上称，未来小米希望在武

汉建立万人超大规模的研发总部。

“一年前，我们在武汉建总部，当

时大家说一年就能建完， 我是不相信

的。 从奠基到完工， 速度远超我的预

期， 这样的神话， 以前只在深圳听说

过。 ”雷军表示。

留人的筹谋还不止于此。

2019

年

以来， 武汉先后策划举办了国家网安

基地、 国家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基

地、 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等

3

场百万校

友资智回汉产业专场活动。 数以千计

的“武汉校友”带着资金和产业回到武

汉，

2018～2019

年，武汉的招商引资签

约额、 实际到位资金连续两年分别突

破

2

万亿元、

8000

亿元。

梧桐栽下，“凤凰”纷至沓来。 数据

显示，“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

实施

3

年来， 留汉大学生数据逐年攀

升。

2017

年，留汉大学生人数达

30

万；

2018

年

40.6

万人；

2019

年

1

月到

10

月

已有

30

多万人。 也就是说，大学生留汉

人数已超

100

万，大幅提前完成目标。

“芯屏端网”

成为武汉“新发动机”

作为工业底色浓重的中部重镇，

从

1959

年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的工

业总产值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位

居全国第四。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武字

头”企业黯然落寞，武汉未能涌现出全

国乃至世界知名的龙头企业， 智能制

造业也落后于部分沿海城市。 如今，武

汉全面落实国家中部崛起和湖北 “一

芯两带三区”发展战略，正试图打造成

龙头企业的“第二总部”，通过引入龙

头企业打造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

“一芯两带三区”也成为湖北区域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点睛之笔。 所谓

“一芯”， 即依托四大国家级产业基地

和十大重点产业， 大力发展以集成电

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高端成长型产业， 打造一批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两带” 即以

长江、汉江为纽带，打造长江绿色经济

和创新驱动发展带、 汉孝随襄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带；“三区” 即围绕区域

协同与产业集聚， 推动鄂西绿色发展

示范区、江汉平原振兴发展示范区、鄂

东转型发展示范区竞相发展， 形成全

省东中西三大片区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光电子产

业基地———武汉光谷，“芯屏端网”光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歌猛进。 一大批

新锐企业扎堆， 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

118

家企业，已有

70

余家知名互联网

企业在光谷设立“第二总部”，光谷的

互联网企业总数超过

2100

家，“独角

兽”企业数量居中西部第一。关山大道

聚集了一大批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企

业，创造产值超过千亿元，成为武汉首

条千亿级第三产业大道。

同时，在集成电路产业，光谷已形

成以存储芯片、

5G

芯片、红外芯片、北斗

芯片、人工智能芯片等为特色的“芯”产

业集群，集成电路企业达

300

多家。

武汉还成功吸引一批新型显示面

板制造龙头企业聚集， 总投资累计过千

亿， 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

聚集区。 华星光电先后在光谷投资

500

多亿元，建设了

6

条面板工厂线。

2019

年

9

月

2

日， 京东方武汉第

10.5

代

TFT-

LCD

生产线项目提前

59

天实现产品点

亮。 该项目是全球最大的“中国屏”厂房，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自主招商引

资引入的单体投资额最大的项目， 总投

资达

460

亿元。

“全国四大显示企业中，我们成功引

进了三家。”长江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陈

忠表示，“长江产业基金围绕湖北重大产

业结构调整， 谋划布局一些重大的产业

项目， 在全产业链的关键技术和重要节

点进行投资。 基金的主要使命就是发展

湖北产业， 尤其是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

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

武汉资本市场有成长空间

武汉的潜力究竟有多大？ 武汉大学

区域发展研究院院长伍新木认为， 在长

江中游城市群中，武汉

1+8

城市圈处于

核心地位，有望成为继粤港澳、长三角之

后的中国第三增长极。 作为国家九大中

心城市之一的武汉， 拥有国家存储器基

地等四大“国”字号产业基地，加上武汉

原有的科教、人才、交通以及雄厚的产业

基础优势，其在武汉城市圈、长江中游城

市群中的核心、龙头地位将更加凸显。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人才留下了，产

业也来了，武汉还缺什么呢？在此次中国

资本市场巡礼采访团走进武汉的采访过

程中，答案已更加清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001

年底，是

湖北省资本市场发展的 “高光时刻”，彼

时的“汉柜”———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是全

国第三大证券交易中心。其间，湖北的上

市公司起步早、发展快，数量达到

56

家，

位居全国第七， 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表

现也非常良好，享有“湖北板块”的美誉。

2002

年到

2008

年底， 湖北资本市

场稍显低迷，

6

年一共只有

10

家企业上

市。

2009

年到

2017

年底，湖北针对金融

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痛定思痛，以信用

市县评比为主要抓手， 完善金融生态环

境，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全力推进企业上

市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近年来，武汉以“新材料、新能源、新

装备、新医药”为代表的“四新”产业蓬勃发

展，带动一大批新技术新经济企业不断涌

现。在科创板铺路、注册制全面推行的资本

市场改革下，全力布局“一芯两带三区”的

武汉将迎来一大批上市企业红利。

据武汉市地方金融工作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2019

年以来，武汉大力实施“上

市公司倍增三年行动计划”，围绕企业上

市总目标多措并举， 取得了一定成绩。

2019

年至今，武汉

IPO

上市过会企业总

数达

6

家，其中

1

家在创业板上市，

1

家

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

2

家在科创板上

市，

2

家企业过会待上市。 武汉境内外上

市公司数量已累计突破

80

家，上市公司

总数继续保持在中部省会城市第一。

大江大湖是人们对武汉的老印象。

而大人才、大制造、大金融，则是武汉的

新期待。从城市规模与经济体量看，武汉

的资本市场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仍有

很多企业在资本市场的门口徘徊。

“部分企业已经满足上市的财务门

槛，但历史遗留问题由于时间长、人事变

动及机构职能变化等原因，难以解决，导

致企业错过政策窗口。 ”武汉市地方金融

工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市工作是一

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形成合力，上市

工作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创新，创造性

解决企业上市难题。 ”

湖北金融局：倍增计划促企业上市“V”型反转

证券时报记者 罗曼 王明弘

近年来， 为激发湖北资本市场活

力， 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作用， 湖北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与武汉市地方金融工作局采

取有力措施，大力推进当地企业上市，

成效明显。

2019

年，湖北省上市企业数

量大幅增加， 新增上市公司家数和上

市公司总数均位居中部省市第一，多

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良好开局。

近日，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巡

礼”采访团走进武汉，对话湖北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段银弟和武汉市

地方金融工作局局长刘立新， 了解湖

北金融工作部门如何优化市场环境，

当好服务企业上市“金管家”。

2018

年初以来， 湖北省开始实施

“上市公司倍增计划”，计划用

5

年让全

省上市企业数量翻番。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湖北省政府出台《进一步推进企业

上市工作的意见》， 明确了省级层面支

持企业上市的政策， 在分阶段奖励、加

大项目用地支持、实施“绿色通道”制度

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让湖北多层次资

本市场建设驶入快车道。

“湖北很多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

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包括税收、知

识产权纠纷、股权纠纷官司等，我们都

积极协调， 跑到地方去帮助企业解决

问题， 把企业上市的事情当作自己的

事情来做， 甚至比证券公司服务还要

周到，比上市公司还急。 ”段银弟表示。

以锐科激光为例。 这是一家专业

从事光纤激光器及其关键器件与材料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成

立之初存在部分体制难题。“省里召开

了几次专题会， 以实现重点企业重点

帮扶， 最后该公司顺利在深交所上

市。”段银弟介绍，“我们把服务企业的

观念引进到政府工作部门， 以高度的

责任心推动企业上市。 ”

“有些企业不愿意上市，我们走访企

业开座谈会， 把上市的好处跟企业家一

讲，他们很感动，上市意愿就非常强烈。

有时候是我们追着企业上市， 希望企业

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员， 这就是政府的责

任。”段银弟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引导，企

业走向资本市场的观念就很薄弱， 市场

和企业都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

为加大上市培育力度， 湖北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与武汉市地方金融工作局

协同发力， 坚持每月至少举办一次上市

辅导沙龙活动。 针对所有拟上市企业进

行培训，根据不同主题进行培训，规范企

业发展。 带着企业不定期地走进上交所

和深交所，激发企业的上市欲望。 “现在

企业的发展越来越规范， 问题越来越

少。 ”段银弟说。

2019

年以来， 湖北深入挖掘上市后

备企业，邀请沪深交易所、湖北证监局，

联合各地金融办（上市办）赴企业实地调

研，挖掘省级上市后备“金种子”企业

98

家， 其中武汉市

52

家； 科创板种子企业

50

家， 其中武汉市企业

33

家；“银种子”

企业

300

家，建立了多层次培育梯队。

湖北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武汉，

2019

年

3

月，武汉市发布《武汉市企业上市奖

励实施办法》，相比此前的上市奖励政策，

对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新的政策将上

市奖励额度提高了一倍（从

150

万元提高

到

300

万元）， 并且将一次性奖励修改为

分阶段奖励， 大大降低企业上市成本；境

外上市奖励从

150

万元提高到

200

万元。

刘立新介绍，武汉市市级上市后备“金种

子”企业达到

106

家。

“自

2017

年以来，我省企业上市工作

触底后开始‘

V

’型反转。 企业上市工作一

步一个台阶，迈得坚实稳固，‘上市倍增计

划’取得良好成效。 ”段银弟表示，湖北省

将借助科创板及注册制改革和中部崛起

战略支点的历史机遇， 充分发挥科教优

势，加强种子企业发掘与培育力度，加大

上市工作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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