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 33 号附 1 号 电话：(028)87319500 87342251（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工商广字 5100004000280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 责编：袁志彬 版式：黄健

今日 版 第 268 期 总第 9602 期 企业家日报社出版 值班副总编辑：肖方林 全年定价：450 元 零售价：2.00 元 2019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三 己亥年 九月二十五

ENTREPRENEURS' DAILY

做 中 国 企 业 的 思 想 者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邮发代号：61—85 中国企业家网：www.zgceo.cn 电子版：www.entrepreneurdaily.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jrwbd http://weibo.com/qyjrb

8

广告

企业家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二维码

中国企业家网
二维码

热线电话：400 990 3393

新闻热线：028-86637530
投稿邮箱：cjb490@sina.com

广告

P4

乌镇新观察：5G，从畅想到触摸再到畅想

■ 本报特约记者 刘焕武

2019 年 6 月 17 日。

江城武汉。

“艾雅康世界爱鸟节”正在这里隆重举

行。

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国人命名的爱

鸟节，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斯洛文尼亚前总统

达尼洛·图尔克、波兰前总统科莫罗夫斯基、

乌拉圭前总统路易斯·阿尔韦托·拉卡列、乌

克兰前总统维克多·尤先科、保加利亚前总统

彼得·斯托扬诺夫、玻利维亚前总统豪尔赫·

基罗加、圣马力前总统诺吉安·佛朗哥·泰伦

齐、爱尔兰前总理伯蒂·艾亨和匈牙利前总理

迈杰希·彼得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历届领导

人和国内外 100 多位知名企业家共同出席 。

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多国政商领

袖纷纷在“艾雅康世界爱鸟节”旗帜上签字，

并向来自中国四川大凉山彝族的这位“世界

鸟王”送上真诚的祝福，共同向世界宣示保护

鸟类、保护自然、保护人类地球家园的坚强意

志和决心。

艾雅康，一个为鸟痴狂甘愿放弃巴拿马

金奖和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商界奇才，一个

立志用十年时间走向世界以 9000 多种鸟为

拍摄目标出版《世界鸟类百科大全》的自由摄

影人，一个野生鸟类摄影作品被联合国组织

和世界多国政要视若珍宝而竞相收藏的地球

爱心达人！

彝族少年的如烟往事
雅安，曾经的西康省省会，跨四川盆地和

青藏高原两大地形区，素有“川西咽喉”“入藏

门户”“民族走廊”之称，是一座充满历史积

淀的文化名城。

1964 年，艾雅康出生在雅安一个普通的

彝族家庭。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历史上，雅

安就有许多彝族村落散居各处，而紧邻雅安的

凉山则是彝族人世居祖地，彝族文化和风俗在

这块风水宝地上得到了较好的延续和保护。艾

雅康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被深深烙上了本民

族血脉的印记，从小就对自然生灵有着天然的

亲近感。他爱大山，喜欢森林，更崇拜彝族人的

图腾—-鹰和青鸟，畅想着有一天自己也会象

鸟儿那样在天空自由翱翔、展翅高飞。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艾雅康自打记

事起，就领略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父母的不易。

艾雅康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六。在那

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靠打零工养家的父

母，根本没有什么办法让孩子们吃饱肚子。

回忆少儿时代的生活，艾雅康心酸得眼

圈直发红：一个学期几毛钱的学杂费，报名时

总也凑不齐， 咱紧转 P2-P3暂

海内外企业
相继在上海
设立创新平台
■ 龚雯 仇逸

投资 8.63 亿元、耗时 3 年的罗氏上海创

新中心 21 日在上海张江落成，总面积达 2.6
万平方米，分为 220 处模块化工作区域。

总部位于瑞士的罗氏 1994 年成为入驻

上海张江的第一家跨国药企。2004 年，罗氏

研发（中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罗氏在新兴

市场设立的第一个研发中心，主要从事药物

的研究和早期开发。罗氏上海创新中心现有

约 150 名科研人员，其中 90%以上为本土科

学家。

“中国一直在罗氏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罗氏致力于把上海打造成继巴塞尔

和旧金山后的全球第三大战略中心。”罗氏集

团首席执行官施万说，全新的罗氏上海创新

中心将用于研究和早期开发免疫、炎症及抗

感染疾病领域的创新药。为了缓解乙肝导致

的原发性肝癌等疾病对中国患者的困扰，罗

氏上海创新中心也是罗氏针对乙肝的研发中

心，目前已有四款抗乙肝药物进入临床 I 期
研究。

随着中国创新活力的与日俱增，外资企

业加码本土化创新的身影频现。10 月 18日，

德国科技公司默克正式启用设立于上海的创

新中心，并宣布投资 1 亿元种子基金，助力中

国初创企业。

默克首席执行官欧思明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称，默克在中国已经有 86 年发展历史，此

次启用的中国创新中心是默克继德国、美国

之后的第三个创新中心。选址在此，一方面是

希望能够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创新生态圈中拥

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是上海和周边地区有

很多领先的生物科技企业，长三角是公司首

要考虑的区域。种子基金是默克企业战略投

资在中国的第一笔投资。

据悉，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 6 家初创企业已进入默克中国创新中心第

一期加速器项目。1 亿元种子基金将重点涉

及默克医药健康、生命科学、高性能材料三大

业务和其他新兴科技方向。基金投资处于种

子轮阶段的中国初创公司，每笔投资额在

500-1000 万元，帮助初创企业在 18-24 个月

内达到下一个估值点。

不仅外资企业加快在华创新的脚步，本

土企业也在积极通过深度孵化等模式着力创

新。18 日，复星医药旗下的生物医药科创孵

化平台复星领智在上海落成并启用，重点围

绕精准医学、肿瘤免疫学、人工智能等展开技

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产品研发。作为该平台首

批孵化项目，精缮科技通过与国内外专家及

医院合作，致力于基因干细胞治疗技术的产

品研发，为遗传性罕见病提供解决方案。

“期待来自全球的专家人才与我们携手，

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等各个领域，以创业合

伙人的方式，通过该孵化平台，加速科技成果

的转化落地，推动全球创新产品上市，让更多

患者获益。”复星医药总裁吴以芳说。

■ 赵婷

中兴通讯的百亿定增方案终于获证监会

批复了。

从抛出定增方案到如今落地，一年多时

间中兴通讯经历了美国制裁，工厂停产、10
亿美元罚款、管理层更换，如今中兴通讯逐渐

走出低谷。中兴通讯称，募集资金将为 5G 研

发“补血”，重点强化 5G 芯片研发能力。而在

10 月中旬，中兴通讯还发布公告称将发债

100 亿元。

中兴通讯募资“补血”
历时一年多，中兴通讯的定增方案终获

证监会批复。按照此前发布的定增方案，此次

募集金额不超过 130亿元。

按照中兴通讯的最新公告，证监会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87 亿股新股，批复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此次非公开发行新规，要追溯到去年年

初。2018 年 2 月 1 日，中兴通讯发布定增预

案。然而，公司在 2018 年 4 月被美国商务部

二次禁运，一系列意外事件导致定增方案一

度搁浅，市场一度猜测定增方案将取消。

2019 年 1 月 18 日，中兴通讯发布公告，

董事会提请将定增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延长 12 个月至 2020 年 3 月 27 日，同时，

公司董事会也取消了之前发行价格不低于

30 元人民币/股的发行底价。

除了发行定增“补血”，10 月 12 日，中兴

通讯还发布公告称将发债 100 亿元，其中包

括 20 亿中期票据和 8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中兴通讯在公告中称，债券发行计划已获

交易商协会的注册通过，这一注册额度自通知

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并且可以分期发

行。上一次中兴通讯发债还是在 2015年。

重点强化5G芯片研发能力
按照定增方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

超过 130 亿元，用于投入“面向 5G 网络演

进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项目”91.00 亿元，

其中资本化研发投入 63 亿元，剩余 39 亿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而上述项目的预计总

投资额为 428.78 亿元，其中研发支出投入

400.78 亿元。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继续推进面向 5G 网

络演进的技术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夯实和强化

公司在面向 5G 网络演进过程中已取得的优

势。强化 5G芯片领域的研发投入，提升在 5G
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具体而言，在芯片方面持

续加大在先进工艺、先进封装、先进架构的布

局并持续落地在 5G芯片。如全面量产系列化

7nm 芯片并逐步导入更先进的 5nm 工艺，引

进 2.5D和 3D的先进封装，研发核心算法和关

键 IP等。通过一系列的强化投入，提升 5G芯

片及整机集成度，提升芯片性能，降低芯片能

耗和成本，确保公司在 5G 领域掌握关键技

术，从而提升在 5G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中兴通讯称，公司已经在全球签订了 25
个 5G 商用合同，与全球超过 60 家运营商开

展 5G 合作。在面向 5G 网络演进过程中，逐

步实现 5G 领导者地位。

此外，募集的 39 亿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

业务发展的流动资金需求，优化公司的资本

结构。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预计公司净资

产和资产规模将增加，资产负债率将降低，公

司资本结构预计将得以进一步优化，有利于

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加大研发投入战5G
2018 年 4 月，遭受美国制裁的中兴通讯

一度举步维艰，供应链不能正常运转，工厂面

临停工，经历了支付 10 亿美元罚款，更换管

理层等一系列动荡，直到 2018 年 8 月，中兴

通讯宣告业务已完全恢复。

此后，中兴通讯受益 5G 带来的机会，逐

步走出美国制裁阴影。据了解，中兴通讯确定

了 5G 先锋策略，不断加大在核心领域的研发

和市场投入。

研发是带领中兴通讯走出低谷的重要力

量。2019 年半年报显示，中兴通讯研发投入

64.71 亿元，占营收比例为 14.51%，相比去年

同期上升 1.68 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的数据

看，研发投入为 30.93 亿元人民币，占营收比

例为 13.9%，占比较上年同期的 9.8%上升 4.1
个百分点，达到近几年峰值。

而在 2018 年中兴面临生死一搏之际，年

度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仍为 12%以上。中兴

通讯曾表示，在 3G 时代就已进行 5G 的相关

投入。有统计数据称，在 2013 年至 2018 年期

间，中兴的研发投入为 652.2 亿元，营收占比

约 12%，年均投入超过 100亿元。

从业绩来看，中兴通讯的业务也在走出

此前阴影，逐步企稳。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显示，上半年中兴通讯实

现营业收入 446.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3.1%；净利润 14.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8.8%。预计 2019 年前三季度中兴将实现净

利润 38 亿元至 46 亿元人民币。

券商看好中兴新成长周期
招商通信表示，中兴通讯定增加码 5G 研

发，进一步夯实和强化公司在面向 5G 网络演

进过程中已取得的优势。2019 年通信行业迎

来上升拐点，4G 景气度提升，5G 商用在即，

公司作为国内份额排名前二的主设备商有望

直接受益。此外，海外市场有望持续突破，夯

实中兴全球市场份额提升逻辑。

国金证券表示，禁运事件不利影响 2019
年一季度已逐步消除，三季度后利润将加速

释放。5G 加速落地，背靠中国大市场是中兴

通讯未来发展最大保障。

东方证券表示，运营商业务与政企业务

经营逐步恢复，盈利能力显著改善，三季度展

望符合预期。给予 19 年公司 31 倍市盈率，对

应公司目标价 39.37，维持“买入”评级。

推130亿定增 发债100亿

中兴通讯为5G研发猛补血

“世界鸟王”的大千世界
———记中国绿发会鸟类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院院长艾雅康

筲站在4G时代畅想5G 筲让更多人触碰到5G 筲“希望在未来，速度会成为5G最无聊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