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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裴嘉 陈娴 顾巍钟

政府基金创投，重在补短板强弱项

LCD光刻胶作为光刻胶行业细分领域，过
去供货方主要为日本企业。如今，江苏博砚电
子科技成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LCD光刻胶的
企业，批量供应京东方、华星光电、熊猫等企
业，部分产品性能超过日本企业，且具备一定
价格优势。

“江苏博砚”成立仅7年，其成长历程离不
开资本市场的助力。从2019年开始，省政府
投资基金多只子基金对博砚电子注资。“像博
砚电子这样技术强、潜力大的投资项目，是政
府基金战略引导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
物。”尤兆祥说，企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
资本，但政府基金从拨付改为投资，不只为了
保值增值、提高效率，更为了补短板、强弱项、
填空白，维护产业链安全，在关键环节和领域
取得突破。

当企业有技术、有人才，就不能让他们为
资金发愁。目前，金财投资管理的84只省政
府投资基金投资的项目中，近一半以上获得了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百余家企业被认定为“专
精特新”小巨人。这些“小巨人”的背后，蕴藏
着与纯市场化投资不同的投资执念，凝聚着省
投基金致力于产业链安全和关键技术突破的
战略意图。

尤兆祥介绍，2019年金财投资成为江苏
省财政厅直接管理的7家省级国有金融机构
之一，在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上，把掌握关键核
心技术企业培育，以及重点产业链环节“拾遗
补缺”，作为投资重点。“市场上热钱大量涌入
的赛道，我们并不追捧；投资周期较长，也许短
期不一定有收益，却对产业创新至关重要的领
域，譬如工业互联网、新材料等，我们主动募
投。”尤兆祥说。

但政府基金把握“战略方向”，还需与市场
基金的“专业眼光”“市场运作”结合。为此对
于募投基金的投资项目，金财只做政策性合规
审查，不做商业价值判断，给予投资经理充分
决策权——母基金通过“合规审查”把方向，专
业团队落地执行，母基金20%、社会资本80%
的出资比例，使得双方形成利益捆绑，客观上，
让市场的力量为省政府投资基金所用。

这一“制度设计”，让母基金培育出了一大

批掌握关键技术的企业，累计陪伴数百家上市
公司成长，其中科创板企业40家，涉及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单是
2020年，新增投资金额808.12亿元，新增带动
社会资本投资1562.34亿元。今年，金财投资
还将成立30亿元规模的创新基金，专注天使
轮，投向中小企业。

围绕重大部署，支持重点项目和园区

6月30日，国内单流程规模最大的盛虹炼
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正式转入
投产准备阶段。“整个项目将于年底前陆续完
成中间交付并投产炼油环节，2022年年中打
通全部流程。”盛虹项目负责人介绍。

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是国家《石化产业布
局规划方案（修订版）》确立的重大建设项目之
一，总投资高达676亿元。2020年，省政府投
资基金发起设立疌泉盛虹炼化债转股投资基
金，向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投资30亿元。在省
投基金加持下，盛虹项目前期部分核心设备有
了资金保障，在银行实现了增信，依托银团贷款
获得了充足资金。项目运行成熟后，疌泉盛虹
基金通过约定大股东回购退出，既实现了国有
资本保值增值，又支持了省重大产业决策部署。

以市场化方式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是省政
府投资基金的重要投资方向。同样在化工领
域，通过设立省化工产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专
项基金，省政府投资基金依托子基金支持了连

云港石化产业基地这一省内最大石化基地基
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了滨海沿海工业园土壤修
复治理，投资了一批在精细化工赛道具有竞争
力的企业。

在推动重点领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省
政府投资基金积极探索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助
力苏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20亿元的徐州老工业基地产业发展基金
成立于2016年，围绕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与
产业振兴，重点投资了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等领域。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方
面，鑫芯半导体、科微华电子等企业填补了江
苏大硅片生产的空白。在新材料领域，投资了
上达电子、弘德光电、瑞丰光电等企业，促成新
兴显示产业落地徐州。

中韩盐城产业园基金参与引入落地规模
超10亿元的项目多达13个，同时利用上海在
产业资源上的集聚优势，在全国各地及韩、日
等国调研了大批产业项目，配合盐城市各区域
的产业招商。

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展基金
以20亿元的总投资规模，为连云港市招引落
地了慧智新材料、联瑞新材等知名企业，投资
了同益物流、粮食筒仓、平治物流等项目，推动
当地物流和仓储产业升级。

乡村产业振兴，需政府基金引导支持

“我们新近完成了来自兰馨亚洲领投的

3000万美元B轮投资，大大加速我们在畜牧
场消毒清洗一体化设备领域的布局。”提及近
期的发展动态，健安物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健安物流是省政府乡村振兴投资基金设
立后落地的第一个项目，今年初获得了基金
2500万元投资。依托这笔投资，公司新开发
了物流远程监控系统，业务得以拓展，在资本
市场上获得了更多认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但
“三农”投资风险因素多、回报周期长，往往是
市场化资金不愿意涉足的领域。“这就需要政
府基金挑起重担、做好引导。”尤兆祥说，高新
农业和一二三产融合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方向，
基金作为发现价值、着眼于项目未来发展的金
融工具，可以将农业未来的发展与当前的投入
有效衔接。

对此省政府投资基金提前布局，5年来先
后设立过8只农业基金，短短几年内，基金支
持的一家种业公司被国家种业基金以数千万
元收购，投资3500万元帮助香如生物在淮安
涟水新设工厂生产杏鲍菇，投资4000万元投
向金坛“一号农场”，让这家博士创业的循环蔬
菜种植企业，获得很多投资机构的认可。

这些农业项目投资的成功，不仅让省政府
投资基金尝到了“甜头”，还增添了投资“三农”
的信心，摸索农业领域的投资路径。2020年7
月江苏省乡村振兴投资基金成立，预期总规模
将达100亿元，目前已在宿迁、泰州兴化、盐城
黄海等地签约设立8只子基金，落地了包括健
安物流在内的多个优质项目。

数据显示，省政府投资基金参股基金投资
涉农项目超过60个，投资总金额超过50亿
元。“不同于此前涉农基金更专注于第一产业，
新设立的乡村振兴基金更重视对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的支持，通过投资二、三产企业反向拉
动一产发展。”尤兆祥介绍。

围绕这一思路，省乡村振兴投资基金先后
开展了多个专场路演、走进园区等活动。“园区
作为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产业项目的集聚区，
与基金的投资需求天然匹配、高度契合。乡村
振兴投资基金与农业园区的对接，既能有效促
进基金落地投资，又能有力推动地方产业发
展，是‘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行动在政府
投资基金领域的生动实践。”省政府投资基金
管理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

省政府投资基金300多亿元撬动4800亿元社会投资——

拨改投，“把准方向”还需“借力市场”

□ 武超 孟裴嘉

7月22日，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至此，苏州上市
公司数量迈入“200+”时代，上市总数继续保持
全国地级市第一。

“硬科技支撑与软服务加持，让苏州企业频频
亮相资本市场、全面开花。”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局长、党组书记谢善鸿认为，苏州“高光时刻”的
背后，是资本市场与硬科技实力的有机互动，苏州
连通了资本市场与区域经济的对接路径。

今年科创板上市量居全国各大城市榜首

刚刚上市的瑞可达深耕行业十余年，是业内
知名的具有光、电、微波连接器研发和生产能力
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瑞可达已成为中兴通讯
射频连接器第一大供应商、蔚来汽车换电连接器

独家供应商。
有趣的是，2019年7月22日，苏州企业华兴

源创凭借“688001”的证券代码，拉开了科创板
的大幕；2021年7月22日，同为苏州企业的瑞可
达，则成为了科创板开市两周年的里程碑。科创
板两周年自苏州起又自苏州止，苏州俨然成为研
究科创板成果的绝佳样本。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两年间，科创板已
成为苏州企业集中上市板块，目前已增至33家，
占科创板企业总数的11%，位列全国地级市第一
名。其中，今年就有13家企业登陆科创板，占了
苏州今年新上市公司一大半，苏州的科创板新增
量居全国各大城市榜首。

科创板上市数量激增的同时，科创“成色”亦
让人关注。苏州3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集中于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有14家曾被认定为“独
角兽”培育企业，17家曾获“瞪羚企业”认定，18

家企业获评各级单项冠军及专精特新企业称
号。谢善鸿认为，科创企业脱颖而出是苏州创新
发展的实力呈现，畅通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
循环机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厚实的制造业基础支撑起“苏州板块”

1994年1月6日，苏州物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苏州市第一家A股
上市公司。近30年间，苏州公司的上市热情不减。
2015年末，苏州境内外上市公司突破100家，如今
突破200家，从100家到200家只用了5年半。

苏州上市板块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工业制造
业支撑。作为国内制造业体系规模最大、门类最
全、配套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2020年苏州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24亿元。相对应的是，
截至2020年底，苏州市上市公司总市值约1.79
万亿元，其中工业制造业贡献约1.47万亿元，占
据八成以上。

“苏州上市公司分布特征与苏州的产业结构
高度吻合，体现为‘三个75%’，制造业企业占比
约75%，高新技术企业占比约75%，民营企业占
比约75%。”东吴证券有关专家分析，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四大先导产业已成为苏州未来发展的战略
增长点，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达21.8%，与当前资本市场改革侧重扶持的行业
导向相一致。

2021年，苏州接连涌现两家千亿市值龙头企
业。5月，被誉为“扫地机器人第一股”的科沃斯
股价经历强势涨停，创下历史新高，市值突破千
亿。7月，炼化龙头东方盛虹成为继科沃斯之后，
今年第二家跻身“千亿俱乐部”的苏州上市公司。

千亿市值上市公司的脱颖而出，越来越多“火
车头”企业的带动，推动“苏州板块”更进一步做大
做强。截至2020年底，苏州企业历年累计通过资
本市场募集资金近4000亿，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

的持续健康发展。市场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资源配
置平台，企业为市场带来示范聚集效应。

打造金融功能性中心服务实体经济

“从产业培育到政策支持，从上市辅导到资
金配套，多层次的对接服务，让企业上市‘朋友
圈’不断扩大。”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围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这条主线，
苏州实现了“组建储备一批、重点培育一批、辅导
一批、申报一批、挂牌一批”梯队建设成果，目前
报会、报所企业52家，辅导企业80家，为上市力
量的稳步壮大提供了后备支持。

“在支持科技创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
面，资本市场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谢善
鸿认为，在推动生产要素向更具前景、更具活力
的领域转移和集聚上，金融发挥着重要作用，更
多创新企业逐鹿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显现创新驱
动的示范效应。

为此，今年6月召开的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会
议，苏州旗帜鲜明提出金融“四标杆、一中心”目
标：打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字金融创新、产业
资本集聚、金融开放合作标杆城市，建设与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有良好协同增强效应的功能性金
融中心。“这个战略目标的核心，就是金融为实体
经济、创新经济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支撑和服
务。”谢善鸿说。

厚植实体经济培育上市公司——

迈入“200+”，“苏州板块”迎来高光时刻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耿强小课堂

财经访谈 7 月 21日，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发布一份
2021年市场化子基金申报指南，拟安排8.95亿元
出资设立市场化子基金，着重投向物联网、工业互

联网、新材料、新能源、消费升级等领域。“金财投资作为省财政厅直管的省级
金融机构，肩负省属国有资本投资与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的重大责任，拉动、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战略产业、关键领域。”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人——金财投
资总经理尤兆祥说。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底，省政府投资基金已与446个主体开展
合作，发起设立、出资参与二级子基金84支，合计认缴规模2263亿元，其中
省政府投资基金认缴出资334.5亿元，实际投资不到200亿元，已投项目超
1770个，总投资额超1600亿元，带动社会投资近4800亿元，为我省产业创
新、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销售净利率是指净利润占销售收入的百
分比，较高的销售净利润率水平是获得 ROE
（净资产收益率）的最直接来源，高净利润率
要么是行业或者企业天然拥有稀缺资源，要
么是多年专注投入形成了他人无法进入的

“护城河”。
1990年的圣诞节期间，喜诗巧克力单价调

高5%，销量虽略有下降，但营业总收入实现正
增长，销售净利率自然水涨船高。巴菲特特别
喜欢有品牌提价能力的公司，还特别青睐那些
能够降低营运成本和费用的公司。他认为，如
果一个CEO（首席执行官）的管理能让他旗下
公司销售利润率额外增加五个点，这就是非常
令人吃惊的表现，是一个天才经理人才能创造
出来的业绩。

中国公司中提及高利润率，首先想到的往
往是茅台，茅台镇特有的地理环境，使得茅台酒
的酿造产生了独特性稀缺性，再叠加其品牌的
成功塑造，茅台的提价基本不影响销量。其毛
利率常年能维持在惊人的90%以上，同时还能
保持销售净利率50%以上。

白酒企业大多毛利率较高，但销售净利率
高低不齐，凸显不同品牌的真实竞争力。洋
河、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的销售净利率基本都能
在30%上下；而山西汾酒和古井贡酒等则波动
较大，汾酒近十年销售净利率的最高点是
22%，最低点只有 9%，古井贡酒对应的情况是
20%和12%。

除了茅台之外，其余的白酒企业必须通过
广告营销、渠道建设获取消费者青睐和市场份
额，茅台 2020 年的销售费用只有营业收入的
2.6%，而山西汾酒、泸州老窖大多在20%以上，
五粮液、古井贡酒则高达30%以上。

其他如牛奶、矿泉水等饮料行业和化妆品
行业，销售费用一直是拖累净利率的主要因
素。光明乳业近十年来平均毛利率为33%，但
他们的销售净利率只有不到 5%。伊利股份
2020年全年销售费用高达215亿元，占全部营
业收入的22%；农夫山泉的销售费用占其营收
的24%。化妆品的这一指标更高，珀莱雅、上海
家化等的销售费用要花费掉营业总收入的40%
以上，例外的是他们的上游企业如爱美客，提供
玻尿酸等需要注册审批类产品，维持毛利率和
净利率92%和61%。

除了品牌带来的净利率之外，通过科技
创新，产品获得专利等垄断定价能力也能带
来高利润，这在医药和软件行业出现较多。
分别涉及眼科和骨科的欧普康视、大博医疗
净利润率都能长年维持在 40%到 50%之间，
两家主要通过软件和数据进行金融服务的
东方财富、同花顺，也有着比一般证券公司
更高的净利润率，近五年他们的净利润率高
达 92%和 56%，远高过中信证券和中金证券
的 28%和 27%。

还有一些基础设施类公司的销售净利率也
非常高。水电类公司长江电力长年净利润率维
持在 40%以上，川投能源更是高达 300%；宁沪
高速、粤高速也都是常常在40%以上。他们的利
润率高主要是因为营业收入的获取基本没有什
么生产成本，同时具备独家的收费权。但是这
些公司往往资产规模巨大，总资产周转率低，从
而拉低了整体ROE水平。

或是通过品牌、研发维持价格优势，或是
通过费用管理降低成
本，一言以蔽之，想要
提高销售净利率，要么
天赋异禀，要么十年磨
剑苦练内功。

高销售净利率，
天赋异禀或十年磨剑

□ 崔周洲 耿强

南京建邺区河西南京建邺区河西CBDCBD。。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