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至 5 月新增上市企业 8 家，排名深圳全市第一

持续发力资本市场 深圳宝安成企业蓄能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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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5月，深圳宝安新增上市 8家。 （深圳市宝安区工信局供图）

深圳宝安商业区全景

陈晓玲 本报记者 智文学

上市企业数量是经济质量的“晴雨
表”。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
化以及各项服务举措的落地生效， 深圳
市宝安区新增上市企业数量迅速增长，
资本市场“宝安板块”迎来了一轮“小爆
发”，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据统计，今年以
来，截至 5 月 11 日，已新增上市企业 8
家。

“宝安板块”缘何如此强劲？ 中国商
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宝安区
以“育林种树”的思路培育良好的企业创
新成长环境，通过顶层产业政策引导、构
建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 强化企业合规
制度建设等具体措施， 持续打出优化提
升营商环境“组合拳”，让宝安企业不断
成长壮大，以提升宝安的综合竞争力。

“宝安板块”高歌猛进

宝安位于深圳市西北部， 处在珠江
口东岸发展轴上， 是穗深港黄金走廊的
重要节点，产业基础较为雄厚，外向型特
征明显，是深圳的经济大区、工业大区和
出口大区。

2020 年， 宝安区新登记商事主体
11.8 万户，总数达 84.7 万家；国高企业
5842 家，稳居全国区县第二、广东省第
一；综合竞争力、工业实力、投资潜力、创
新能力分别居全国百强区第八、第五、第
四和第二， 在不断领跑中积累了坚实的
发展基础。 2021 年 1-2 月，宝安区实现
规上工业总产值 1182.99 亿元， 同比增
长 71.2%，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开门红”。

据介绍，2018 年 9 月， 宝安区成立
上市企业协会，当时全区仅有 36 家上市
企业。而接下来的两年，宝安区全速推进
各项服务举措落地，搭建企业发展“快车
道”，强化上市企业培育服务，全区形成
了“培训一批、改制一批、辅导一批、报审
一批、上市一批”的“五个一批”上市企业
梯队。

2020 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笼罩
下，全国不少地区企业上市增速放缓，而
宝安区却逆势上扬，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的步伐明显加快， 全年新增 9 家上市企
业， 同时进入辅导期和申报材料的拟上
市企业数量在深圳全市各区独占鳌头。

今年开年以来， 宝安企业登陆资本
市场势头更甚，截至 5 月 11 日，已新增
8家上市企业。

2 月 3 日， 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深交所云上市直播厅敲响“宝
钟”，拉开了宝安企业上市的大幕；2 月 9
日， 易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
陆深交所创业板；3 月 9 日，深科达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敲
钟，成为宝安首家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
3 月 24 日，上市企业深圳市瑞凌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迁入宝安。至此，宝安上
市企业达 56 家，上市企业户数在深圳全
市排名第三。

4 月 28 日、29 日， 三家来自宝安的
企业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华泰）、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益昌）、深圳市

正弦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连在上交
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5 月 11 日，上交所再传佳音，宝安
企业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鸣
响上市祥锣，正式登陆科创板。

“几家企业的成功上市，不仅是企业
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宝安区积
极推进企业上市的成功范例。 ” 在 4 月
28 日的上市敲钟仪式上，宝安区副区长
娄岩峰表示，近年来，宝安区通过不断精
耕细作，构建的上市公司培育体系，将宝
安积蓄的产业势能转化成了抢抓资本市
场发展机遇的强劲动能。

金融服务护航实体经济

“资本市场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
重要助推器。 ”宝安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宝安区坚持把培育企业上市作为
推动金融创新、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
要举措，构建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为实
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通过建立“用好一个政策”“建立一
个储备库”“成立一个协会”“开展一对一
精准服务”“设立一只基金” 等培育上市
企业“五个一”工作措施，紧抓资本市场
发展机遇，鼓励和引导企业上市。

为了给好产业和好企业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 宝安区先后出台优化提升营商
环境“1+5+7+N”产业资金政策，让企业
得实惠、促发展；推出《宝安区关于促进
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
实施办法》， 充分发挥产业资金引导作
用， 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
资。 对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或
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分别给予 500 万元、
6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上市奖补额度深
圳全市最高。政策出台以来，宝安区已累
计发放上市补贴近 2.48亿元。

宝安区工信局还加强与政府各职能
部门、金融机构、风险及创业投资机构，
以及证券、产权交易、资产评估、会计、法
律、 咨询等上市培育中介机构的沟通协
作， 协调解决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及新三
板挂牌的普遍性和倾向性问题； 更建立
起上市企业流动性风险防范预警机制，
推动设立 25 亿元专项纾困资金，帮助上
市企业纾解流动性困难。

据统计，截至目前，宝安区境内外上
市企业总数累计 60 家，已通过发审会审
核、提交注册或等待挂牌 6 家，已发布招
股书、排队等过会 10 家，已进入辅导备
案 30 家；已形成“五个一批”的多层次后
备梯队， 构建起上市培育的合理梯次结
构。

打造优化营商环境新名片

宝安区以企业合规建设为突破口，
在提升企业合规经营水平上下功夫，不
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为企业创造上
市条件。

2019 年 5 月，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将宝安区确定为全国首个信
用标准化建设试点。 宝安区通过建立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探索“事前事中事后”

信用监管新模式，实施“诚信+”战略，为
推动企业诚信守法、合规经营打下基础。

2020 年 12 月， 宝安区与深圳海关
共同建立起企业规范管理示范基地暨稽
核实训示范基地，综合运用 VR、人工智
能和虚拟现实技术，为企业搭建“全景还
原生产经营场所、全程模拟稽核流程、全
面指导”三位一体实训体系。

今年 3 月， 宝安区成立促进企业合
规建设委员会，出台《宝安区推动企业合
规建议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方
案》。方案提出了 21条具体措施，在企业
合规制度建设、支撑体系以及行政监管、
刑事合规等方面先行先试，打出“行政合
规+刑事合规+企业诚信”组合拳，着力营
造更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服务保
障区内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组建“区合规委”的基础上，宝安
区先后制定《宝安区促进企业合规建设
委员会工作办法》《宝安区促进企业合规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组成及职责》《宝安区
企业合规程序实施细则》《企业刑事合规
独立监控人选任及管理规定》《企业犯罪
相对不起诉适用机制改革试行办法》《加
强行业合规管理协作暂行办法》 等多个
配套制度， 为企业合规建设落地落实提
供制度保障。

宝安区立足实际发挥优势加强“合
规建设”，不断完善组织架构、配套制度，
探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合规建设管理制
度，让“企业合规”日渐成为宝安优化营
商环境新名片。

当好企业的“贴心管家”

各项措施的具体落地实践， 让企业
真正感受到了“贴身贴心”的服务。

“挂点服务重点企业机制”是刚刚登
陆科创板的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柳南舟最为津
津乐道的贴心服务之一。“不论是交通设
施、 产业园周边环境等硬件设施还是对
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 企业需求的高效
响应等软件条件，可以说，瑞华泰见证了
宝安企业成长环境的起步和飞跃。 ”

据介绍， 瑞华泰于 2004 年 12 月在
宝安扎下根， 如今已成长为国内规模最

大的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材料专业制造
商之一。

2018年底， 完成股份制改革的瑞华
泰进入上市筹备阶段。“申办上市的流程
比较繁琐，需要开具多种证明文书，正常
当天就能得到回复， 两到三天就能有相
应的结果。 ”柳南舟感叹相关职能部门高
效的办事效率。

“高新补贴、贷款融资、购买设备、人
才引进、资本市场衔接等等，企业成长到
各个阶段， 都有相应的政策和扶持措
施。 ”与瑞华泰同日在科创板上市的新益
昌相关负责人对中国商报表示。

据了解， 宝安区通过成立上市企业
协会、建立上市企业储备库，联合深圳市
中小企业服务局、深交所、上交所、券商
等服务机构， 为区上市企业和拟上市企
业提供精准贴身“一对一”服务，帮助企
业协调解决上市过程中的各项问题，两
年累计走访企业 170 多家次， 协调解决
企业诉求 130 逾条， 累计组织洽谈会议
100余次；帮助企业对接金融机构获授信
近 11 亿元；开展宣讲培训 30 余场次，覆
盖企业 3000余家。

湾区宝安 企业“宝地”

此前有专家评论， 宝安真心实意将
企业当成心肝宝贝，精细落实“栽大树、
育森林、筑体系、建生态”战略，加快培育
一批上市企业，全力提升城市竞争力。越
来越多的宝安企业成功上市， 获得资本
市场的认可， 将激励广大企业奋起直追
提升发展效益、强化品牌效应。

随着宝安区“湾区核心、智创高地、
共享家园”建设不断注入新动能，未来的
宝安， 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前来投资发
展，在资本市场上打造日益强势的“宝安
板块”。

“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正在袭来，希望
政府能给优秀的企业提供更多好的政策
支持，让宝安成为企业发展的宝地，让企
业能茁长成长， 也让更多关键材料和关
键技术告别‘卡脖子’时代。 ”柳南舟直
言，“我们很有信心，继续扎根宝安，修炼

‘内功’，把自身的产品做好，服务相关产
业链，和宝安共同成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