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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投身“一带一路”建设
近年来，不少上市公司遵循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主动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尤其在跨
境投资、技术对接、创新合作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实力量

初冬季节的成都，天气有些微凉。在华西能源成都
办公区电站锅炉装备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在厂房里
依旧干得热火朝天。用不了多久，这批电站锅炉成套设
备将会出现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工厂。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华西能源积极抓住
市场机会，在巩固原有海外市场的同时，重点拓展“一
带一路”国家地区市场，并取得较大突破。目前，该公
司已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海外业务市场布局，
已成为我国大型电站锅炉装备、电站工程总包的主要
出口商和供应商之一，先后承接实施完成数十个电站
锅炉、电站EPC工程总包项目，实现了“走出去”的发展
战略。

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畅对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划充满
期待。她告诉记者，新希望从1999年首次在越南胡志明
市设立第一家畜禽饲料厂至今已走过18个年头，是我国
走出国门的第一家饲料企业。目前在国外的16个国家共
注册企业49家，总投资超过30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
项目落户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印
尼、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家。

作为央企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先行者，中国有色
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宏前对大型央企境外投
资信心满满。“就拿沿线国家伊朗和哈萨克斯坦举例，中
色股份为伊朗创造了5个第一：为伊朗生产出第一块铬
铁合金、第一块锰铁合金、第一块钼铁合金、第一块锌锭、
第一批氧化铝。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先进的铜、铝、锌和合
金冶炼技术出口到伊朗和海外市场，为伊朗奠定了有色
金属工业基础，全面提升了伊朗有色金属工业水平，伊朗
前总统等多位国家首脑曾亲临多个项目现场，参加项目
的奠基和竣工仪式，为中伊经贸合作以及双边关系增添
了光彩。我们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同样取得不俗的业绩，
中色股份总承包的‘哈萨克斯坦25万吨/年电解铝厂项
目’获得哈萨克斯坦2010年度国家工程奖、2016年度哈
总统金鹰质量大奖。公司承包的哈铜巴夏库铜矿选厂项
目获得2015年度哈总统金鹰质量大奖。中色哈萨克斯
坦公司获得哈萨克斯坦2016年度建筑及安装行业领袖
银奖。”王宏前说。

为积极响应中哈两国元首关于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光明之路”的倡议，科伦药业的决策
层将目光投向了中亚的广袤地域。以哈萨克斯坦为
基点，投资兴建大型现代化制药企业，在满足当地
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撬动和辐射拥有 2 亿多人口的
周边市场。KELUN·KAZ 选址地处欧亚大陆桥的
哈萨克斯坦，工厂建设在中亚最大的城市阿拉木
图，面对中亚、俄罗斯以及东欧市场作出重要布
局。中亚各国制药工业相对落后，目前没有国外大
型医药企业在中亚投资建厂，被认为是市场价值大
约在 300 亿美元和年增长率为 20%的药物市场，前
景十分广阔。

此外，京东方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紧密把握“一

带一路”倡议契机，先后在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
坡、印度、俄罗斯、阿联酋、巴西等地设立营销中心和研
发基地，致力于把最先进、最高端前沿技术和产品带到
新兴市场，更好地服务当地消费者。作为中巴经济走
廊的重要战略项目，易华录已经参与全长1300公里卡·
拉公路机电系统各标段的竞标。随着“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公路和铁路网飞速建设，智能交通相关市场潜力
巨大。

“走出去”存在诸多风险

虽然中资上市公司积极拓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项目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参与

“一带一路”依然面临诸多内外部困难和挑战

上市公司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较大金
融风险不容小觑。首先，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汇率波
动风险方面。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思
川直言，汇率大幅变动给该公司布局海外市场拓展带
来很大困难。他举例说，今年 9 月，乌兹别克斯坦当
地货币索姆一夜之间贬值 50%；10 月 10 日，埃塞俄
比亚国家银行宣布，该国货币比尔贬值15%，从11日
正式实施。当地本来就不足的外汇储备马上告急，银
行美元严重不足，货款拖欠十分严重，市场出现混乱
局面。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巴西、尼日
利亚等国家都曾出现过当地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给
企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带来极大的隐患，造成很
大的困扰。刘畅举例说，像越南盾、印尼盾等东南亚
小币种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较大，存在较大汇兑
损失风险 （越南盾在近10年兑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近
50%）。

除了汇率波动风险外，金融风险突出表现为：一是
沿线国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用于进口豆粕、玉米等饲
料用大宗原料的美元不能有效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
求，导致购美元困难，拉高购汇成本；二是当地货币融
资成本普遍偏高，如缅甸货币贷款年利率为 13%至
15%，印尼盾贷款年利率为 10%至 12%，较高的融资成
本限制了公司在当地的发展；三是不同国家的外汇管
制政策，对资金的自由流动以及跨境资金归集和使用
都造成了较大影响。

其次，社会文化和法律合规风险突出。社会风险主
要包括宗教、社会风俗习惯风险和文化差异，包括遵守当
地法律、尊重当地宗教、对原住民习惯的了解、建设当中
的拆迁工作、劳工的聘用培训、劳动合同的确立、当地工
会规则以及文物的保护等。而在法律合规风险方面，6
家上市公司负责人均表示，首先是对于当地法律不熟悉，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伊斯兰法系区别较大；其次行政法
律不熟悉，如工程准入方面，HSE（职业健康、安全、环境
保护）与国内有所差异；然后是对于民事法不熟悉（合同
法、侵权法、担保法、物权法、公司法、矿产资源法、保险法
等）；最后则是面临法律变更的风险。

第三，企业资金有限以及缺乏国际化人才。华西能
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黎仁超直言，由于该公司
电站项目投资建设金额巨大、融资需求高，企业资金压
力大。2015年至2017年期间，公司新签项目多数要求
提供一定比例的建设资金支持。华西能源作为中小民
营上市公司，单纯依靠企业自身力量解决金额上亿美
元的项目投资建设所需资金，难度大，实施风险大。而
在国际化人才方面，尤其是熟悉外贸、投融资、工程建
设、项目管理、电厂建设、运营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的
缺乏，对优质订单获取、项目顺利执行、风险控制等方
面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第四，民营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少。黎仁超表示，尽
管“一带一路”建设已提升到国家发展大局层面，对走
出去的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和优惠政策。但支持对象主
要限于央企、大型国企，对民营企业支持很少，在政策
指导、信贷担保、融资审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一带
一路”优惠政策较少惠及诸如华西能源等中小型民企
上市公司。

此外，还存在沿线国家相关部门审批效率低下的情
况。刘畅说，部分沿线国家政府审批效率不高，制约了企
业的投融资发展。例如，新希望六和公司在东南亚某国
投资12亿元建设3个大型现代化猪产业项目，其中某省
的土地使用许可证耗时长达8个月尚未被批复；南亚某
国央行对利润分配手续审批非常严格，往往耗时较长，影

响分配效率；在东南亚某国，大多数行业对外资准入门槛
很高，即便农牧业的外资投资，都需要拿到中央政府的投
资许可证，耗时耗力，较为繁琐。

多措并举化解投资难题
由于不少上市公司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存在一定的瓶颈和挑战，记者调研采访的多
位上市公司负责人均建议，要多措并举化解
参与境外投资难题

首先，多家上市公司负责人表示希望在外汇等金融
政策上给予上市公司支持。刘畅建议，希望在支持企业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国家能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比如适当放宽参与企业外汇管制，允许境内外资金能更
大限度地自由流动。由于农牧企业产品本身附加值较
低，盈利能力不强，遇到禽流感等疫情或台风影响，对企
业影响较大，特别是“走出去”的民营农牧企业与国企相
比，其抗风险能力较弱，建议国家能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
或制定专项补贴政策等。

“希望我国相关部门牵头，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政府间加强协调，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比如，当地中资
银行能给予民营企业更低的贷款利率和减少审批手
续，以降低在当地银行的融资成本；二是建议当地中资
银行多开立服务网点或加大与当地银行的合作，以提
升银行服务办事效率；三是建议相关部门与‘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签订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加速人民币国
际化，便于上市公司在进口原料或利润分配时能以人
民币形式直接交易或汇回国内，减少使用美元中间交
易造成的汇差损失，以及解决当地央行美元外汇储备
不足的困难。”刘畅说。

其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强企业自律，避免鱼
龙混杂、恶性竞争。王宏前建议，政府等相关部门对企业
境外开展业务应设立相对合理的技术、资质和综合能力的
门槛，通过政策、融资杠杆以及行业协会等渠道要求和迫
使企业加强自律，履行社会责任，注重所在国的环保、宗
教、文化要求，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等民间组织的作
用，辅以政策、金融杠杆等方式，引导企业加强自律，使企
业充分理解和贯彻国家意志，避免恶性、低价等无序竞争，
推动企业海外业务的健康发展。

此外，需要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大力支持。王宏
前表示，希望资本市场在“一带一路”项目的再融资领域，
一方面能够采取“绿色通道、即报即审”的支持政策，加快
审批，缩短时间；另一方面，因为“一带一路”项目多是工
程项目，资金需求是用于垫资等流动资金用途，希望在再
融资审批中认可和支持募集资金用于“一带一路”项目补
充流动资金。

黎仁超同样表示，希望对“一带一路”建设参与企业
再融资申请、债券融资申请等过程能开放绿色通道，在融
资额度、申请条件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优先审批、优先
发行和上市等政策支持，帮助企业筹集“一带一路”项目
投资建设所需资金，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提升上市公司综
合竞争力。

刘畅建议，希望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在国
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给予政策优惠，减少审批手续及降
低发债融资门槛，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设立“一带一
路专项债”的发行，用金融工具支持中国企业参与“一带
一路”项目建设。

投 资 前 景 好 瓶 颈 待 破 解
——对深市上市公司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建设调研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证监

会、沪深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积极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大局，为相关企业提供政策支

持。目前，已有约963家上市公司参与“一

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在开拓国际市场的

同时实现了自身的更好发展。

近日，记者随深圳证券交易所调研组

走访了新希望、科伦药业、华西能源、中色

股份、易华录、京东方等 6 家深市上市

公司。

核 心 提 示

中色股份工程承包项目伊朗哈通阿巴德铜冶炼厂全景图。 （资料图片）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
是国家最具活力的竞争元素之
一。尽管中国证监会、沪深交易所
等监管机构积极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大局，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优惠支持政策，
但仍然有很多上市公司更愿意通
过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补充
资金，并没有利用好资本市场这个
大平台做大做强海外业务。

为何在涉及“一带一路”项目
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运用银行
等间接融资方式，而不是资本市
场等直接融资方式？

记者采访的不少上市公司负
责人给出了理由：由于目前国内
资本市场融资的审批时间及程序
较长，不少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运
用银行贷款（包括双边贷款、银
团）等间接融资方式。基于多年
与银行的良好关系以及良好的信
用记录，银行融资成本更低，贷款
币种、加息与还款方式等操作更
为灵活，融资落实时间也更快；若
从境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由于
涉及国际信用评级，发行费用与
后期维护成本较高，不少上市公
司暂未选择使用。

其实，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
方式有诸多优势。比如，与银行
等间接融资方式相比，在资本市
场直接融资尤其是通过发行股份
进行融资，有着不提高资产负债
率、降低财务费用、募集资金量大
等优点。更何况，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已是国家层面推动
的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金融体制
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还指
出，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形成融资功
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
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这为新时代我国
资本市场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促进上市公司能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参与“一带
一路”相关项目建设，监管层和上市公司均应不断发力。

一方面，我国证券交易所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主要证券交易所形成合作机制，为不同股票市场上的
跨国并购、重组提供平台，提供更好的投资、融资、并购重
组配套服务；在A股市场设立“一带一路”专区，为深度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上市公司提供聚集平台，供机
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甄选、研究和投资参与；交易所应
多举办“一带一路”直接融资专题培训，讲解最新的融资
政策和监管风向，研究制定“一带一路”项目直接融资的
支持政策，比如“绿色通道”加快审批进度、降低再融资条
件等，更好地服务上市公司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上市公司本身也应努
力利用A股证券市场平台进行融资，要勇于、善于运用资
本市场不断发力。上市公司应主动利用再融资、配股增
发、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并购重组等多种工具做优
做强，并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实现公
司快速发展。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上市公司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步伐，也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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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建军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深交所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联通，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有较快较好的进展。

首先，深交所参与的中巴联合体已于2016年12月
份成功竞标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40%股权，为深化中巴
两国金融合作，促进中巴两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作为巴交所的基石投资者之一，深交所派员作为巴
交所董事会董事参与运营管理，在完善巴交所公司治理、
参与重要经理人员聘任等方面切实履行职责，取得了积
极成效，并与当地券商和金融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第二，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推进‘一
带一路’金融创新”的要求，深交所在与科技部共同发起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2.0”的基础上建设跨境
资本服务机制，积极探索与“一带一路”交易所及金融机构
合作，依托深交所技术手段和资源渠道，为境内外创新型
企业提供具有公信力的跨境投融资服务，促进中国与“一
带一路”优质创新产业与资本深度融合，带动我国与相关
国家地区的实体经济对接。目前，深交所跨境资本服务机
制已在印度、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4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落地，为23家“一带一路”地区企业进行线上路演展
示，并储备英国、加拿大、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多个项
目。服务机制将继续以“一个平台，两大方向”为实施路径，
推动跨境服务平台化，平台运营信息化，服务资源生态化，
基础设施融合化，围绕成熟市场和“一带一路”两大战略方
向，在地域上形成广泛合作、重点突出的战略布局，产品、
业务和技术合作模式做到可复制、可扩展、风险可控。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企业在深交所发
行跨境金融产品，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目前，已有3家境外公司在深交所累计发行
熊猫公司债5单，发行金额总计70亿元人民币。深交所
拟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企业发行熊猫债、私
募债及跨境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发
展中发挥资源配置枢纽的作用。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建军：

积极推进基础设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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