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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一周岁生日
科创板白皮书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吴缵超 昨天
科创板迎来了一周岁的生日，恰
逢上证综指修订方案实施，而新
方案将纳入科创板证券，同时，
科创50指数也将正式发布。过
去一年，科创板这个“新生儿”的
整体表现如何？对科技创新的
助力实现预期效果了吗？作为
试点注册制的先行者，未来还有
哪些可以探索创新的领域？在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
导支持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上海总站和申万宏源有限公司
研究所共同编撰的首部《科创板
白皮书2020》正式发布，梳理回
顾了科创板运行一年间的经验
成果，并为科创板的长远健康发
展建言献策。

截至7月21日，科创板共有
133家上市公司，总市值2.62万
亿元。7月16日，万众瞩目的内
地芯片制造巨头中芯国际登陆科
创板，上市当天，成交金额居A股
第一，收盘涨幅202%。此外，中芯
国际在A股还打破了多项纪录：
从受理到过会仅19天、完成注册
仅29天，从提交IPO申请获得受
理到正式上市，仅用时46天。

这些数据的背后反映了科创
板试点注册制的配套制度设计创
新的成果。白皮书提到，作为资
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设立科
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对于改变我
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通过
直接融资方式提高资源向科技企
业的配置效率，进而培育出众多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为此，证监会和上交所在一
系列配套制度设计上作了突破
和创新设置，包括审核、发行、配
售、交易等多个环节。采用全流
程公开的电子化审核、设置多套
市值为核心的上市标准、接纳红
筹和同股不同权乃至亏损企业、
提高首发定价市场化程度等。
这些制度设计上的突破大大提
高了科创板的运行效率，也在完
善法治和监管的基础上，扩大了
容错空间。

此外，科创板也初步显现了
金融资本对科技创新的助力效
果。白皮书数据显示，报告期内
研发投入占比平均为11.29%，远
高于同期上市的A股其他板块新
股，核心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的占比高达63%，另有占比21%
的企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中
多家企业位于行业领先，比如全
球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
业之一——中芯国际、最新总市
值逾千亿元的内存接口芯片龙
头企业澜起科技、全球先进的办
公软件厂商金山办公、全球刻蚀
设备市占率居前的中微公司等。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说，科创
板的特殊性和探索性就在于，具
有更包容的态度，从而增强了探
索和创新的试错弹性，对进入无
人区或稀缺地带的技术研发给
予充分的容错空间，利用金融援
助之手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
的地方。

“少年天才”兄弟俩的
创新之路

本周一，科创板“AI芯片第
一股”寒武纪登陆科创板，开盘
大涨288%，盘中飙涨超300%，市
值突破1000亿元。

从诞生到上市，寒武纪就拥
有众多令市场瞩目的标签，其中
之一就是它的创始人是“少年天
才”兄弟俩。

80后的寒武纪董事长、总经
理陈天石和其兄陈云霁都毕业
于中科大少年班。两人均履历
不凡，哥哥陈云霁 9 岁上中学，
14岁考入中科大少年班，24岁
取得中科院计算所博士学位，33
岁荣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和中科
院青年科学家奖。

小两岁的弟弟陈天石，几乎
也是沿着哥哥的脚步从中科大少
年班追到了中科院计算所，16岁
入读中科大少年班，25岁在中科
大计算机学院拿到博士学位，
31岁研发出首款人工智能芯片。

陈云霁主攻芯片研究，陈天
石聚焦人工智能，在AI的概念远
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两兄弟就超
前地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如果
把AI和芯片结合起来，能不能做
点东西出来呢？”

于是，两兄弟在2016年成立
了寒武纪。

“寒武纪是5到6亿年前一
个非常有意思地质纪年。在这
个时期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物种
多样性出现了一个空前的提升，
所以这个名字有‘人工智能技术
大爆发’这样一个寓意。”陈天石

这样解释寒武纪名字的由来。
科创板年轻的创业者中不

仅有“少年天才”两兄弟，还有大
学校友组成的“学霸”团队。柏
楚电子由上海交通大学硕士校
友唐晔、代田田、卢琳、万章和谢
淼等 5 人共同创立，全部是 80
后，也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工学
硕士。

柏楚电子是一家从事激光
切割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重点软件
企业，在“学霸”们的带领下，柏
楚电子目前已成为国内第一的
高功率激光切割控制系统生产
商，高功率产品的技术指标和使
用性能为国内领先水平，国产高
功率激光切割控制系统所占据
的10%市场份额也几乎全部为柏
楚电子所占有。

“后浪”的创业征途是
星辰大海

电商市场的高速发展造就
了阿里巴巴、京东这样的电商巨
头，同样催生了一批“小而美”公
司，光云科技便是其中之一。

生于1985年的光云科技董
事长谭光华，大学期间就开始与
电商结缘。在中南大学软件工
程专业学习期间，谭光华与同学
设立了一家网站，主要产品是

“计数器”，让淘宝商家获得浏览
量等基础交易数据。

提起自己的创业经历，谭光
华说，“大三和大四的时候，正当
中国电商飞速发展，我们瞄准了
这个机遇。开始做网站，主要是
为淘宝等店铺的店家提供服务，

像店铺计数器、流量统计、网店
模板等。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只
想着锻炼一下自己的编程能力，
大家的兴致都很高。”

2008年毕业后，谭光华进入
阿里巴巴担任软件工程师。一
年之后，就开始自己创业，他发
现电商需要的服务越来越多，所
以就创立了光云科技，成为了国
内领先的电商SaaS零售提供商，
并登上了科创板。

股价一度突破500元的主攻
扫地机器人的石头科技，其董事
长昌敬也是一个80后。

他在科创板上市后发布的
一封内部信中回顾创业过程时
称：“我们从2014年创业到现在
5年半的时间，从一个在民宅几
个人的小公司，成长为一个超过
五百人的具备完整研发、交付和
销售能力的中型公司；年出货量
超过两百万台，进入全球扫地机
器人行业的前三甲。”年报显示，
石头科技去年实现营收42.05亿
元，同比增长37.81%；实现净利
润7.83亿元，同比增长154.52%。

跻身科创板年轻董事长的
行列，昌敬的眼光放得更远，他
表示：“上市相当于我们完成了
一个成人礼。现在的成绩一定
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终点，因为我
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90后董事长
正在冲刺科创板

近期科创板受理企业也首
次出现了90后董事长的身影。

今年4月22日，中信证券保
荐的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获得科创板受理，其
董事长胡鹍辉出生于1991年，
除董事长之外，胡鹍辉还是亚辉
龙这家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记者从亚辉龙招股书披露
的简历信息中看到，胡鹍辉现任
深圳市龙岗区青年企业家协会
常务副会长。胡鹍辉本硕均在
澳大利亚就读，2015年在澳大利
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获电气
工程学士学位，2017年在墨尔本
大学获电气工程硕士学位。

作为主要从事生物医药产
业体外诊断领域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拥有大量自主
知识产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亚辉龙在今年的抗疫中也
发挥了作用，据了解，公司自主
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核心原材
料及IgM抗体、IgG抗体的化学发
光检测试剂，可满足各级医疗机
构对新冠肺炎检测、治疗监测、
预后观察的需求，成为核酸检测
的重要辅助手段。

胡鹍辉可算是一个“创二
代”，早在2008年9月，胡鹍辉之
父胡德明就创立了亚辉龙。自
2012年12月起，胡鹍辉成为亚
辉龙董事，并在2015年公司改制
之 际 正 式 成 为 亚 辉 龙 持 股
47.73%的股东，2018年1月，胡
鹍辉成为亚辉龙的董事长。

记者从上交所公布的科创
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信息披露
中获悉，目前亚辉龙冲刺科创板
已经进入问询阶段，一旦上市，
这个90后董事长以及亚辉龙无
疑会受到市场更多的关注。

科创“后浪”奔涌在星辰大海
盘点科创板那些年轻掌门人

“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但时代更有幸遇见这样的你们。”在科创板开市一周年的日
子，青年报记者发现，在这些科创板上市企业中，受益于科技创新的浪潮，年轻的科创板企业
掌门人身影越来越多，他们无疑也是备受资本市场关注的“后浪”。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在科创板开市一周
年之际，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上午
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调研，主持
召开我市部分科创企业座谈会，
深入听取上市企业代表关于科
创板制度创新和服务科创企业
发展的意见建议。李强指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宣布、亲自推动的一项重
大任务。上海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和在企
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着力营造支持科创板发展、助力
企业创新的良好生态，培育集聚
更多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科创企
业，更好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和科创中心联动发展。希望
科创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己任，
乘势而上、做大做强，为增强科
技实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出席并讲话，上海市领导吴清、
诸葛宇杰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上海证券交易所
理事长黄红元介绍了科创板开
市一年来运行情况。优刻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季
昕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苗铮华、上海柏
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唐晔、乐鑫信息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瑞安、聚
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作涛、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俊结合
各自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后的成
长发展，分别作了交流发言。大
家认为，科创板具有很强的创新
性和包容性，“不拘一格”支持
高成长创新企业上市。受益于
科创板制度创新，企业能够借助
资本市场力量，一心一意谋发
展，集聚人才有支撑、吸引客户
有品牌、研发资金有保障，企业
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大家还
就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创新人
才引进、保护知识产权等提出意
见建议。

李强认真倾听记录，与大家
深入交流，对科创板开市一年来
取得的成绩和企业在科创板上
市后的发展表示祝贺。李强指
出，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在上交所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重
大意义。科创板以制度创新为
使命，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
探路，为科创企业成长壮大畅通
金融“血脉”，有效促进金融资本
和科创要素的对接，有力推动上
海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融
合联动，为强化金融资源配置能
力和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供了
坚实支撑，带动形成了浓郁的创
新创业氛围。

“科技实力要真正强起来，既
要资本市场更给力，也要企业创
新练内功，只有双轮驱动，才能
形成良性循环。”李强指出，科技
创新型企业集聚是科创板最鲜
明的特色。具有强大竞争力的
科创企业越多，科技创新就越有
希望，科创板就会发展得越好。
希望科创企业努力掌握世界一

流技术，勇于引领未来科技潮
流，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不
断增强溢出带动效应，在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更好
促进创新驱动、体现赋能作用。

李强指出，上海将全力配合
证监会、上交所，助力科创板在
持续深化关键制度创新上迈出
新步伐、释放新活力，更好成为
科创企业发展的加速器。全市
各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和优化企
业服务，全力营造更好生态、更
好环境，融资服务要更完善、人
才供给要更充沛、公共平台要更
开放、辅导服务要更精准，更好
推动科创企业以恒心办恒业，实
现更好更大发展。

科创板开市一年来，在中国
证监会和各方面大力推动下，逐
步构建起一套较完整的制度规
则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示
范带动效应不断增强，目前已有
140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总市
值约2.8万亿元。

科创板开市一周年 李强昨赴上交所调研并与上市企业座谈

更好推动科创企业以恒心办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