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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中的资本力量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当时
欧洲各国兴起海上冒险，发展
海外商机。

而在那个年代，最赚钱的
生意就是同包括中国、印度在
内的东方各国的商贸活动。只
是，从欧洲到东亚，商船除了要
跨越广袤无垠的海洋，还要面
对不时出现的海盗，风险极大。

在这种情况下，打造一支船
坚炮利的船队就显得尤为重
要。而造船需要资本，资本从哪
来？1602年，聪明的荷兰人想
出了一个办法：让公众一起出钱
来打造商队，之后贸易获得的利
润按比例分给出资者就好。这
样既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也
解决了由少部分投资者出钱而
对风险太大的担忧。于是，世界
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荷兰
东印度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凭借着资本的力量，荷兰
东印度公司迅速崛起，成为当
时全球最赚钱的公司。而在纵
横海上贸易40年之后，荷兰占
据了当时全球贸易的40%，牢
牢掌握了当时的海上霸权，并
因此获名“海上马车夫”。

资本的力量不只促使荷兰
成为海上霸主，包括美国经济
的起飞，亦与资本有关。

1850年，位于太平洋沿岸
的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第三
十一个州。这里地域广阔、土
地肥沃、矿产丰富，传说中的遍
地金矿更是吸引着东部的人蜂
拥而至，形成了著名的淘金
热。但是，从美国东海岸到加
州旧金山的距离超过4500公
里，大概需要6个月才能到达。

随着加州加入美国版图，
当时有人提议修一条横贯美国

东西的铁路。只是这一条铁路
长3000公里，极大的修建难度
和巨额的修路资金让美国联邦
政府望而却步。

时间来到1862年7月，在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创始人利
兰·斯坦福等努力下，时任美国
总统林肯批准了《太平洋铁路
法》，根据法案，铁路公司通过
发行股票，筹集1亿美元资金。
政府的金融和政策支持，加上
铁路公司的商业运作，太平洋
铁路资金难题终于迎刃而解。

太平洋铁路的建成，把纽
约到旧金山的旅程从6个月缩
短到7天。美国的东西部从经
济上真正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条铁
路，开启了美国经济全面腾飞
的时代。

助力中国经济腾飞

不仅是荷兰和美国，在业
内专家看来，在现代社会，每一
个大国的崛起，无不源起于资
本市场的建立。

如今，上海武夷路174号
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可能只
是一个地名。然而，35年前，
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只股
票却在这里诞生。

1984年 11月，经人民银
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
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及
职工发行股票，成为我国改革
开放新时期第一只真正意义上
的股票。人们亲切地称其为

“小飞乐”。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

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
农村转向城市，中国内地证券
市场的幼苗在改革开放的雨露
春风中重新破土而出，以沪深
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为标志，

中国证券史正式揭开了它的新
生命史的光辉篇章。”在回顾资
本市场发展的最初期时，《中国
证券史》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
庆泉教授的这段描述常常被引
为开篇。

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
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心试
探到蓬勃发展、又从草莽到规
范的40年。

如今，历经 30多年的发
展，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格
局已经初步形成，企业融资渠
道不断拓宽。目前A股市场
已经拥有超过3000家上市公
司、总市值约6万亿美元，新三
板则为超过1万家企业提供服
务，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
了重大突破。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
展，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日益
增强。在熟悉河南资本市场的
专业人士看来，中国资本市场
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
济健康发展。2017年末，中国
资本市场总市值超过50万亿
元，上市公司总营业额超过百
万亿元，利润3万多亿元，包括
上市公司债务在内的总资产约
100万亿元，在中国经济总量中
占有半壁江山的分量。资本市
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持续
发展，并且大大提升了经济总
量和企业规模。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资本市场既是中国经济
的前进动力，也是企业腾飞的
翅膀。

“同时，中国资本市场是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
构、产业结构高质量、有效益地
发展，对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推动企业实施现代企业制
度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中
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能改善
国民经济的宏观杠杆率过高的

问题，降低全社会融资中过高
的债务比重，把储蓄转化为投
资、债权转化为股权，还能有效
地消除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
融资不规范、非法集资、金融欺
诈等问题。”上述专业人士说。

9000亿市值的豫股力量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其
对经济的助推作用日益明显。
在河南，则更为明显。

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
至6月24日收盘，河南80家A
股总市值9095.56亿元；新三
板企业有342家，总市值763.9
亿元。累计融资额度 2928
亿。一批极具竞争力的企业通
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成为行
业的领头羊。其中，双汇更是
成为全球猪肉加工业巨头，洛
阳钼业也通过海外并购成为行
业内的冠军。

除了已上市企业，从今年
上半年拟上市企业纷纷披露招
股说明书的热情来看，河南上
市后备企业冲劲十足。

6月14日，仲景食品发布
招股说明书，拟在创业板公开
发行2500万股，募集资金3.92
亿元。招股说明书显示，此次
仲景食品募集资金3.92亿元，
将分别投向年产3000万瓶调
味酱生产线项目、年产1200万
吨调味配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和
营销网络的建设。

事实上，除了仲景食品之
外，再加上近期刚刚发布招股
书的润弘制药，截至目前，根据
wind数据显示，已经有11家
企业处于IPO排队状态，另外
还有26家豫企正在上市辅导。

除此之外，随着 6 月 13
日，科创板正式开板，河南企业
再添链接资本市场的新路径。

在此前的3月28日，新三
板挂牌公司慧云股份发布公告
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A
股IPO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申报相关工作的议
案》。这也标志着慧云股份的
科创板征程正式启动。

正星科技、富耐克、众智软
件等新三板挂牌企业已启动科
创板IPO计划，加上慧云股份、
信大捷安，目前河南至少有5
家企业备战科创板。

河南资本市场需多方发力

尽管从过去的发展历程来
看，河南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速
明显，但河南经济对资本的利
用程度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

仍很明显。
截至2018年底，河南的企

业债只有8个亿，银行间债券
市场融资是1000亿，交易所的
债券融资是290亿，境外发债
是153亿，地方政府专项债是
615亿。由此可以看出河南的
企业既不是发债主体，也不是
债券融资主体，反过来说，河南
的企业家不仅不擅长运用股票
市场，也不擅长运用债券市场，
同样不擅长运用基金市场。到
2018年底，河南省全省基金业
管理的基金规模才达到 600
亿，不及沿海城市一家基金公
司的管理规模。

因此，在专业人士看来，河
南要发展好资本市场，应做好
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发展河南的资本市
场，还是要加强组织领导。他
也建议各个地方要建立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要出台政策，鼓励
和支持地方政府及其企业，特
别是民营企业利用好资本市
场，扩大直接融资。

其次，加大宣传培训，让更
多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家认识了
解并掌握资本市场的特征、内
容、基本方法和实现途径。

再次，完善资本市场体系，
发挥好证券公司及其市场中
介作用。

最后，鼓励支持地方政府
建立企业上市发展基金和风险
补偿基金，鼓励地方政府和企
业建立风投和创投基金，鼓励
省内外上市企业在河南更加有
效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并购重
组工作。

对于河南资本市场的建设
和完善，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
力量正在发力。

6月29日，“资本力量会
客厅”启动仪式暨河南高新企
业科创板上市发展峰会将在郑
州高新区举行，活动由河南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证
监会河南监管局、郑州大学、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指导，郑州
高新区管委会、郑州大学、大
河报社主办，大河财立方、郑
州高新区挂牌公司服务协会、
郑州大学企业研究中心、天健
湖经济研究所、清科集团有限
公司承办，不仅可以发挥高新
技术企业特色优势，更好满足
上市公司融资需求，也将助力
河南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届时，包括政府、
专家以及银行、证券、投行、
基金等要素在内的大咖将齐聚
郑州，共论资本新环境下的河
南新机遇。

从大国崛起到区域经济腾飞，资本发挥着关键作用

经济崛起中的资本力量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公元1602年，世界上第一只股票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诞生，而资本的力量也让它的远洋贸易舰队称霸海洋，并使荷兰有了“海上马车夫”的
称号。

两百多年后的1862年，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太平洋铁路终于建成，自此美国进入全面腾飞时代。
1984年11月，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的第一只严格意义上的股票飞乐股份正式公开发行，自此开始，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发端。资本，以其应

有的力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在河南，借助资本市场，不仅让一批优质企业脱颖而出，并且助力其发展成为行业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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