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美达董事长杨永清、扬农化工总经理周其奎、华新水泥总裁李叶青、荷风基金会理事长李凤（左二至左五）开展圆桌对话。

聚焦主业 创新驱动

新环境下探寻提升竞争力路径

□本报记者 崔小粟

10月31日，在2019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高峰论坛暨21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

礼上，多家上市公司高管以“专注与创新

如何提升竞争力” 为主题展开圆桌讨论。

与会人士认为，优秀的上市公司始终聚焦

主业，聚焦可以让企业迅速成长。 同时应

注重创新驱动， 才能赢得对手的尊重、客

户的信任。

如何产融结合

针对如何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实现

产融结合， 苏美达董事长杨永清认为，产

融结合要围绕公司战略，应根据现有的业

务产业链，特别是针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

节， 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整合社会资源、

做强产业链。 “产品竞争的背后实质是产

业链和产业链间的连接。 构建的产业链有

优势，在市场上就有竞争力。 应通过上市

平台更好地打造产业链，做强产业链来支

持核心业务和战略业务。 ”

如何看待上市公司平衡好业务多元化

和专业化之间的关系？

杨永清认为， 在坚持多元化发展的基

础上，要注重专业化经营。 在完全充分市

场竞争的情况下，想在竞争中获胜，专业

化是特别有用的武器。 因为专业化可以提

升效率，通过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在市场中

才有竞争力。“做企业最难的是今天好、明

天好、后天还要好，甚至要更好。 这是一场

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要审视内外形势、行

业趋势、时代变化，捕捉一些符合未来发

展趋势的新兴产业，有投入有产出，到秋

天才有收获。 ”

华新水泥总裁李叶青认为， 一家

公司必须要有一条明确的主线。 例如，

做 工业品的公 司应 靠产 品的技术实

力、 产品实力和科技创新的实力说话，必

须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做研发。 同时，

多元化存在着方向性选择的问题。 比

如，化妆品牌可以做服装 、奢侈品以及

消费品。这种消费类型的公司可以更加

多元化。

如何可持续优质发展

如何在资本市场上实现可持续优质

发展？

扬农化工总经理周其奎认为， 企业的

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对于客户不仅是

人与人的关系，而且是相互之间系统的关

系。 目前扬农化工引入了新的经营理念，

包含四个方面：客户、员工、股东、社会，始

终把客户放在首位。 “企业不仅要创造自

身的价值，对于客户也要共同创造价值实

现双赢。 ”

李叶青认为， 在未来水泥去产能的情

况下，考验企业是否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

重要条件是“单功能” 还是“双功能” 。

“如果是单功能仅仅是生产水泥， 恐怕慢

慢就会被淘汰；如果是双功能，赋予的不

仅是生产材料而且能够更大范围、更大程

度上解决社会带来的环保废弃物排放和

处置问题。 这种双功能的企业会像公共企

业一样的长期存在下去，同时会拓展公司

的其他新型建筑材料，满足人们的高端需

求和拓展‘一带一路’ 等海外市场。 ”

如何在资本市场上实现可持续优质

发展是考验上市公司掌门人的长期考

试。 杨永清认为，上市公司的重点应关注

战略和商业模式。 “我们有一句话，方向

错了就全错，再努力都是白搭。 战略定方

向，战略落地要靠商业模式。 特点是要把

这家公司的差异化做出来， 并且要把差

异化做到底。 ”

“一家公司要成功必须要有稳定的团

队，同时要用诚信的经营对待客户、股东

和相关方。 此外，要战略清晰、定位准确和

共同成长，包括股东、社会、员工。 ” 李叶

青表示。

（图说）苏美达董事长杨永清、扬农化工总经理周其奎、华新水泥总裁李叶青、荷风基金会理事长李凤（左二至左五）开展圆桌对话。

（图说）荣获2018年度金牛人气董秘奖的蒙娜丽莎董秘张旗康（右4）、东方时尚董秘贺艳洁（左1）、物产中大董秘陈海滨（左2）、捷捷微电董秘沈欣欣（左3）、江中药业董秘田永静（左4）、华扬联众董秘郭建军（左6）、泰禾光电董秘黄慧丽（右3）、恒林股份董秘陈建富（右2）、华森制药董秘游雪丹（右5）、飞荣达董秘王燕（右1）等嘉宾上台领奖，颁奖嘉宾中国证券报副总编辑丁坚铭（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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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金融工具向高端“智” 造业转变

□本报记者 刘杨

在2019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高峰论

坛暨第21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

圆桌讨论之“当金融资本遇见高端制

造”上，北京银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龚

伟华表示， 北京银行将多举措支持高

端制造业发展。 金牌厨柜董事长温建

怀、 新坐标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郑晓

玲和智飞生物副董事长蒋凌峰参加了

此次圆桌讨论，并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制造业企业：

要借助好金融工具

一直以来，投资时间长、回报慢的

高端制造行业算不上是资本市场的

“宠儿” 。 但在“中国制造2025” 的战

略指引下， 我国的制造行业逐渐从此

前的“制造业”向“智造业” 转变。

金牌厨柜董事长温建怀颇有感

触。 他表示，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

等新兴技术给家居行业带来了一次难

得的发展机会。一方面，公司利用这些

新兴技术给消费者提供全屋智能解决

方案，运用大数据，全面了解市场动态

与消费者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智能、

环保、便捷的服务；另一方面，公司运

用新技术对制造系统进行柔性化、个

性化的改造， 突破制约大规模定制化

生产的关键技术，打造“黑灯工厂” 、

智慧车间等。

温建怀强调， 作为一个企业的掌

舵者， 一定要特别关注新技术对产业

的推动和变革，应该积极拥抱技术，用

新技术来改造自己的企业， 改造自己

的行业。

谈及制造业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痛点这一话题时， 新坐标副总经理

郑晓玲表示， 招不到高端人才是公司

遇到的最大痛点。目前，公司有25%以

上的人员是研发人员， 公司舍得做出

这样的投入， 就是为了保持行业内较

高的竞争力，用新技术来武装自己。

金融机构：

多举措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

在谈及如何通过金融市场的创新

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一话题时，温建

怀表示，金融对于制造业的帮助是毋庸

置疑的。在梳理好自己企业潜力与商业

模式的前提下，制造业企业要借助好金

融工具，抓住时机，快速发展。

对此，新坐标副总经理郑晓玲说：

“我觉得制造业企业还是要找到适合

自己的产品， 适合自己的战略以及适

合自己的金融工具。 ”

“智飞生物通过向银行贷款来募

集生产建设所用的资金。 只要对我们

国家百姓身体健康有帮助， 我们会不

遗余力地从国外引进来。 在这个过程

中， 我们要借助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

的力量。 ” 智飞生物副董事长蒋凌峰

称，“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现有产品

的出口， 自主研发的结核病疫苗相关

产品将瞄准国际化路线。 ”

北京银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龚伟

华认为，金融与制造业的完美结合，是

真正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演进

的必由之路。

龚伟华表示， 北京银行这些年在

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上做了很多探

索。一是在政策方面给予倾斜，业务授

信上明确优先支持包括先进制造业在

内的新兴产业， 对于先进制造业的客

户实施差异化定价， 有效降低融资成

本；二是创新组织结构，在总行设立了

科技金融创新中心， 在全行范围内设

立了15家的创新支行，大力支持中小

企业贷款，其中不少都是制造型企业；

三是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助力企业

转型升级和并购重组。

杨涛：区块链创新

和币圈无关

□本报记者 郭新志

10月31日，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2019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高峰论坛暨第21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 在北京举

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在会上指出，区块链

技术高速增长，但未来一段时间区块链的创新和币圈无关。

他认为， 数字化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分工

模式、交易模式、分配模式、消费模式，甚至有可能改变包括

上市公司在内的每一个企业的微观主体。 同样，它也给金融

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带来了新的挑战。 现有的金

融发展还有很多短板和不足，怎么把握既防范风险、又保障

增长？这就成为当前适应新经济增长的新金融模式，也就是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金融科技时代， 要避免之前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错误。

未来一段时间，金融科技为主线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如何服务

好实体经济？ 杨涛指出，有四大主题词：一是效率。 如何真正

利用新技术来有效提升原有金融运行当中的效率不足的问

题。 比如说成本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欺诈问题，获客问题

等等；二是普惠。普惠不是人人做金融，人人无底线的享受金

融，最大的普惠是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把合适的金融产品提

供给合适的客户；三是增长。金融适度的安排，它能有效的带

动技术进步，有效地利用成熟技术，这些技术是可以服务于

社会经济发展的；四是安全。

金融科技领域近期掀起了区块链的热潮， 杨涛认为，一

方面这表达了中央对于新技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这并不

意味着有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可以重新一哄而上、鱼龙混杂。

“我观察到这两年币圈很混乱， 区块链技术是高速的增

长，未来一段时间区块链的创新，首先是和币圈无关的。 ” 杨

涛表示， 区块链在金融领域只能在边缘地带小范围利用，如

供应链金融、 贸易链金融， 服务小微金融是可以的，（前提

是）对金融服务短期内不能带来重大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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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

2018

年度金牛董秘最佳人气奖的蒙娜丽莎董秘张旗康（右

4

）、东方时尚董秘贺艳洁（左

1

）、物产中大董秘陈海滨（左

2

）、

捷捷微电董秘沈欣欣（左

3

）、江中药业董秘田永静（左

4

）、华扬联众董秘郭建军（左

6

）、泰禾光电董秘黄慧丽（右

3

）、恒林股份董秘

陈建富（右

2

）、华森制药董秘游雪丹（右

5

）、飞荣达董秘王燕（右

1

）等嘉宾上台领奖。

董明珠传授管理心法

□本报记者 于蒙蒙

10月31日，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

明珠出席2019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高

峰论坛暨第21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

奖典礼。 这是格力电器大股东股权

花落高瓴后，董明珠首次公开亮相。

董明珠延续了其“快人快语” 的风

格， 向在座的上百家上市公司高管

传授了格力电器的“管理心法” ：企

业的制度管理和最终目标必须要严

格执行， 没有什么人情关系与调和

的余地。

重视实干精神

董明珠在论坛上表示，企业应脚

踏实地，紧紧围绕诚信、品质、技术来

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重点放在与政府

沟通上，要培养清新的政商关系。

她指出：“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

使命，企业存在的最终价值，是做大

做强，企业走出去，国家会更强大；单

纯追逐利润， 企业是没有社会价值

的。 要让中国的制造业走向世界，因

为中国的强大，就会让世界能够和平

起来，这才是企业家的梦想。 ”

对于格力电器的实践， 董明珠

表示， 格力在工业装备领域已经走

出了自己的道路，用六七年的时间，

投资数百亿元。 “我们现在已经有

120个各种各样的机床设计，用这个

机床换刀具， 三秒钟就把一个刀具

换下来了。 ”

传授管理秘诀

董明珠表示，作为一家上市公司

的梦想，就是要对社会负责，包括对

股民、员工和国家负责。

她指出，格力电器在多年的发展

过程中，做到了对社会负责。 公司已

经上市23年， 从市场募集50亿元资

金，但给股民分红超过募资的10倍。

格力电器从1991年到2011年， 为国

家纳税超过200亿元； 随后的六七

年， 格力为国家贡献超过1000亿元

的税收。

对于企业创新，董明珠认为来源

于对人才的培养 。 “格力电器有

14000名研发人员、15个研究院，都是

中国高校毕业生。 作为一家企业更重

要的是打造好的品牌， 培养年轻人，

培养自己的研发团队，有创造力。 ”

董明珠认为，一个企业一定要不

断挑战自己， 要针对消费者的需求，

不断提高产品品质和技术含量，为消

费者真正带来享受。她介绍说，“我们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不能依赖于模仿

或跟随，更多的方向和目标是针对消

费者的需求。 现在消费者最大的空调

需求痛点是空调的副作用，是风给人

体带来的伤害，所以格力电器要做无

风的空调。 ”

当被问到“管理格力如此庞大的

团队有何心得，管理学精髓是什么？”

时，董明珠说：“虽然我是女性，但是

所有的风格都是非常强硬的。 企业制

度必须严格执行，最终目标也必须要

严格执行，没有什么人情关系与调和

的余地。 ”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