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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答卷

推进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号” 巨舰破浪前行

(上接 A1 版)
一系列“
统筹、互认”措施，让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一盘棋越下越活。 随着疫情扰动趋
于缓和，地方经济逐步恢复元气，“
长三角号”
巨舰破浪前行，未来可期。

优势对接
共同逐鹿资本市场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
2014 年 9 月，《
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
长三角要建设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
肥为副中心的城市群，这是官方文件首次将
安徽纳入长三角。
长江三角洲
2016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城市群发展规划》进一步将长三角地区扩容
到“
三省一市”。 至此，三省一市被冠上长三
角的称号。
长三角新入群者安徽，近年来携手沪苏
浙推动国家规划实施、 重点协同事项落实，
取得阶段性成效。 以资本市场为例，党的十
八大以来，安徽抢抓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机
遇，加强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大力推进企业
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 截至 7 月底，安徽十
年来新增上市公司 78 家，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152 家。
最典型的区域当属省会合肥。过去十年，
合肥市发挥“
用投资引产业”的模式，引进并
发展壮大了显示屏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
新能源产业链，GDP 从 4100 亿元飙升至超
万亿元。 截至 7 月底，十年来合肥上市公司
由 30 家上升到 70 家， 总市值由 1435.23 亿
元增长到 8983.86 亿元，增幅达到 525.95%。
“
安徽加强与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
对接，积极推动安徽地市挂牌设立长三角资
本市场服务基地分中心，充分发挥长三角资
本市场服务基地金融服务资源集聚优势和上
市服务综合功能优势，助力安徽企业对接上
交所上市融资。 ”安徽金融监管局资本市场
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截至目前，上交所在合肥、六安、黄山、安
庆、铜陵、蚌埠等市挂牌成立了分中心，形成
了良好的资本市场服务企业生态体系。
2018 年 11 月 14 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消息宣布 9 天后，上海浦
东新区政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打造的长
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即正式揭牌，三年多
时间，基地的“
朋友圈”扩大至 19 个分中心、
35 座联盟城市，致力于满足长三角企业多层
次融资需求，优化区域内的资源配置。
截至 2022 年 7 月底， 科创板上市企业
含红筹企业），占
中，长三角企业已达 205 家（
全国比重的 46%；总市值 2.98 万亿元，占科
创板总市值的 51%。
“
长三角科创企业已成为科创板的生力
军，占据了科创板的半壁江山，共同奏响长三
角力量最强音。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
局局长张红说。 乘着科创板的东风， 截至 7
月底，上海浦东已有 38 家科创板企业。 长三
角企业占据科创板半壁江山，这是三省一市
优势对接、相互赋能的成果。 张红表示，上海
浦东未来将携手苏浙皖各扬所长、协同发力，
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浙江培育了数以百计的龙头企业和数以千计
的骨干企业。 截至今年 7 月底，浙江省 A 股
上市公司数量为 625 家，全国排名第二，较十
年前增长 1.78 倍；上市公司总市值已达 7.71
万亿元。
嵊州是浙江绍兴市的一个县级市。 该市
金融办副主任舒彩容 2012 年调至金融办，负
责企业上市工作。 当时嵊州无一家 A 股上市
公司，走访企业时提及上市，企业连连摆手。
“
不敢上市、不想上市、不愿上市，企业当时就
是这种态度，俗称‘
三不’。 ”舒彩容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透露，“
为推动企业上市， 我们带着
中介机构，对嵊州规模以上企业全部走一遍，
‘
地毯式’排摸，再根据情况请专家进来培训
和带企业出去学习，激发企业上市积极性。 ”
而今， 嵊州 A 股上市公司已达 7 家， 今后 5
年的目标是要达到 15 家。
在浙江启动“
凤凰行动”两年后，2019 年
关于着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7 月，上海印发《
促进本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也称为“
浦江之光”行动，旨在加大科创企业
孵化培育力度，推动科创企业挂牌上市，力争
用五年时间将上海建设成服务全国科创企业
的重要投融资中心。 截至 7 月底，上海自“
浦
江之光” 行动启动以来累计新增上市公司
116 家。
资本市场撬动、集聚和整合的是物资、人
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要素，从而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
“
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三省一市要集合科技力量，聚焦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 ”2020 年 8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
谈会上提出要求。
长三角区域的科创板上市企业， 集中于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等行
业，尤其是在集成电路领域和生物医药领域，
形成了全产业链的布局。截至 7 月底，长三角
205 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 生物医药企业为
37 家，集成电路企业为 32 家。
一家优秀的头部上市公司， 带动的是一
个产业链的集聚。在江苏 605 家上市公司中，
生物医药企业数量近 60 家，数量占比近十分
之一， 两家头部企业药明康德以及恒瑞医药
总市值近 5000 亿元。 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
是当地的 “
一号产业”， 去年已集聚企业超
4300家，规上企业产值超 2000 亿元。

撬动资本
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秉承开放胸怀
打造开放前沿阵地

资本市场为地方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处于改革前沿的长三角区域，有
着最切身的获得感。
早在 2017 年， 浙江省即启动 “
凤凰行
动”，大力推动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十年来，

放眼中国经济版图，长三角不仅经济体
量大、活跃程度高，还是对外开放前沿阵地
之一。
紧扣“
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多年来， 长三角三省一市加快打造对外开放

达 150 家左右、 市值千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达
15 家左右。
江苏省金融局局长查斌仪表示， 下一步江
苏将重点支持一批“
独角兽”“
瞪羚”“
专精特新”
小巨人”和制造业隐形冠军、新型服务业领军
“
企业加快发展壮大，做大做强主业，加快走向资
本市场。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
十四
上海也在 《
五”规划》提及，深入推进“
浦江之光”行动，围绕
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不断培育优质上市资源。
充分发挥科创板资本市场改革“
试验田”作用，
把握科创板战略定位， 支持集成电路、 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借助资本市场加快发展。

形成合力 分工合作各扬所长

数据来源：Wind 图虫创意/供图

的前沿阵地。
2014 年 11 月 17 日， 沪港通正式启动，沪
港两地证券市场成功实现联通， 中国资本市场
国际化进程进入新纪元。近年来，沪港通成交额
逐年增长， 累计成交额高达 52 万亿元人民币，
在境内外投资者的跨市场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今年 7 月 4 日，ETF 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正式开通， 上海证券交易
所总经理蔡建春说，这是互联互通开通以来，两
地资本市场深化合作， 进一步落实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又一项重大举措。
十年来，沪港通、黄金国际板、债券通、原油
期货、沪伦通相继在上海启动，开辟了境外投资
者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新渠道。
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全国性大宗商品
仓单注册登记中心、 国际油气交易平台……一
系列跨境金融“
融通世界”的行动计划已经在定
位为特殊经济功能区的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启动，跨境债权交易、跨境股权投资、金融跨境
数据流通等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有望试水。
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书记严旭说， 下一步
上海将在金融要素、市场、机构准入型开放基础
上，加快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大力提升全球
资源配置功能，推动一批具有首创性、引领性的
金融改革措施。
大力推进衍生品交易研发，完善升级“
舟山
价格”，推进保税商品登记系统建设……不产一
滴油的舟山，依托中国（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开放创新， 正成为世界油气产业链中的重要
一环。
安徽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不遑多让。
安徽省自贸试验区合
2022年 1 月，安徽省印发《
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QFLP）境内股权投资试点
暂行办法》。 相比其他省市，安徽 QFLP 政策
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 不对外商投资股权投
资类企业设置最低注册资金要求，同时适度放
宽投资范围限制，允许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
参与投资境内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和交易的
普通股。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FLP 以及 QDLP （
试点分别由上海率先于 2011 年和 2013 年启动
试点。 近两年，随着 QFLP 以及 QDLP 试点的复
制推广，浙苏皖也已迎头赶上。
其中， 宁波成为浙江省唯一一个具有

QFLP&QDLP 试点资格的城市， 去年 12 月 31
日，宁波民银新动能私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登记设立，这是宁波正式出台《
宁波市外商
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
试行）》
后，经联合会商设立的第一家 QFLP 试点企业；
今年 6 月， 苏州元禾钟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获江苏省首批 QDLP 对外投资试点资格，获
批额度 2 亿美元， 这是江苏省首家以股权投资
为主的 QDLP 试点管理企业。
秉承开放胸怀， 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长
三角区域， 正在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
路径。

IPO倍增 三省一市你追我赶
“
沪苏浙的资本市场在全国处于领跑水平，
是安徽学习的标杆，安徽上市公司数量、规模、
结构上与沪苏浙等地区还有较大差距。”安徽金
融监管局资本市场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丝毫不回避差距。
差距，既是压力，更是动力。近年来，安徽快
马加鞭， 力争不断缩小与沪苏浙在资本市场建
设方面的差距。日前，安徽正式推出《
“
迎客松行
动”计划》，部署该省 2022—2026 年企业上市工
作，做大做强多层次资本市场“
安徽板块体系”，
力争到 2026 年末， 安徽省上市公司数量较
2021 年末翻一番，达到 300 家以上。
“
‘
迎客松’寓意安徽开放包容、双招双引、
奋勇争先的发展态势。”安徽金融监管局资本市
场处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
雏鹰”企业成长、“
雄鹰”企业壮大，实
现更多企业成为“
金凤凰”，这是浙江凤凰行动
浙
2.0 版的精髓。根据浙江 2021 年 3 月印发的《
江省深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凤凰行动”
计划（
2021-2025 年）》，浙江力争 5 年新增境内
外上市公司 350 家以上，到 2025 年末，力争全
省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 1000 家。
江苏去年 9 月印发的 《
江苏省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 ）》也 明 确
提出，到 2025 年底，把全省多层次资本市场
体系建设得更加完善， 形成以先进制造业集
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特征的资本市场“
江苏
板块”，力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
市公司达 200 家、市值百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

“
十四五”全面开启现代化新征程，长三角
一体化也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三省一市正分
工合作，共享未来。
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记者获悉，三省一市
正探索在长三角区域性股权市场互联互通、市
场共建、协同服务、监管协作等方面的合作。 同
时，共同设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支持
省级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加大对中小微科技型
企业投入。
安徽金融监管局资本市场处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安徽正在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性股权
市场信息交互机制和与科创板的对接机制，促
进更多的企业通过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壮大。
2018年 11 月，安徽省投资集团与上海国际
集团等苏浙沪皖三省一市主要国有企业、 金融
机构和社会资本联合成立 “
长三角协同优势产
业基金”，基金总规模 72 亿元，已全部实缴出资
到位。 据悉，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主要围绕
长三角地区进行产业端的布局， 主要投向新一
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和生命健
康等产业。 截至 2022 年 5 月底，长三角协同优
势产业基金累计完成投资子基金及直投项目 73
个，累计交割金额超 55 亿元。
上海、浙江和江苏在其金融业“
十四五”规
划中也均涉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金融支持方面
的内容。 其中上海提出提升长三角资本市场服
务基地功能，服务区域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等；
浙江提出协同完善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合作机制
等； 江苏提出主动促进上海金融资源优势与江
苏实体经济嫁接融合， 支持近沪地区对接上海
金融机构布局配套功能拓展区等。
“
长三角金融业发展的基础较高，除上海外
其他核心城市发展情况较均衡， 长三角的金融
一体化属于‘
起点较高、起步即加速’的态势。 ”
华略智库合伙人、 金融研究院院长赵永超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长三角金融一体化不是简
单的金融业复制， 而是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金
融功能分工。 长三角区域产业功能形态齐全，存
在形成各类金融功能中心的可能性。 比如，江苏
制造业非常强，浙江数字产业和互联网发达，安
徽的科技创新很有特点， 未来一定会形成金融
功能分区。 ”
赵永超建议，上海可以对标纽约和伦敦，定
位门户枢纽，可以带来高度的金融活力；南京产
业配套齐全，且可以辐射内陆更广阔区域，可以
发展产业链金融中心； 杭州由于电商等基础较
好，可以定位数字金融中心城市。
乘风破浪开新局。 未来的长三角，三省一市
将各扬所长、形成合力，把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这幅“
工笔画”越描越精细、越绘越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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