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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自1980年成立经济特区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已经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现代化大都市，在全国城市综合实力评比中位

居前列。过去二十年深圳经历了高新技术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去十年深圳成为令全球瞩目的创新城市，这与深圳发达的创业投资体

系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创业投资市场体系的建设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深圳成长为创新型城市不可磨灭的基石。

壹
三个月后,深圳市委、市

政府发布《关于推动科学技术
进步的决定》，明确“以高新技
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构想，
在充满怀疑忧虑的眼光中，深
圳义无反顾地走上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的道路

将高科技产业摆在发展重点
一开始的深圳，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蕉园、

稻田和荔枝园，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全县人均

GDP 约 200 美元，比全国人均三百美元的收入

还低。改革开放的春雷激荡了深圳，作为第一

个经济特区，深圳迅速成长为现代化的国际大

都市。

深圳经济特区的工业化发端于“三来一

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中期，深圳成为有了世

界影响的箱包、运动装、运动鞋和轻家电的加装

配中心，液晶显示块差不多是技术含量最高的

工业产品。1995年，伴随着经济特区政策的全

国性争论，深圳经历了一轮大的经济收缩，大量

劳动密集型企业沿着新开通的广深高速公路向

东莞迁徙。

1995年7月，深圳市召开全市科技大会，当

时提出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实施科技兴市

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

心工作。三个月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关

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以高新技

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构想，在充满怀疑忧虑的

眼光中，深圳义无反顾地走上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的道路。到 2010 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出

已经超过了万亿元，利税超过千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在深圳的迅猛发展有着天时

地利人和多重因素，其中发起举办中国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 年首届

高交会期间第一次引入国际创业投资资本进入

深圳，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创始人麦戈文

先生投资腾讯公司开创了深圳成为创业投资热

土的先河。我本人参与过深圳创业投资产业发

展的一些工作,并不具备口述历史的资格。按

照口述历史的要求，应该通过诸位历史见证者，

通过市府办和档案局协助查找相关档案材料，

有如沙海拾贝般尽可能地还原这一段重要的历

史。此次对于相关历史的疏漏错误还希望更多

的历史亲历者能够指正。

创建创业投资体系
1997 年 9 月 4 日，时任深圳市长李子彬主

持召开了市政府二届第七十六次常务会议，听

取了市科技局创建科技风险投资体系课题组的

汇报。会议决定，成立“深圳市科技风险投资领

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领导创建科技风险投资

贰
深圳发起设立的创新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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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我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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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市长李子彬担

任，副组长由副市长郭荣俊、武捷思，副秘书长

刘应力，科技局局长李连和同志担任，办公室

设在科技局。这标志着深圳科技风险投资体

系的创建工作正式拉开了帷幕。

为“风险投资”专门成立一个市领导亲自

挂帅的机构，在全国是首例。1998 年 6 月，国

家科技部还专门批准了深圳市为首家科技风

险投资试点城市。

为启动深圳科技风险投资的资本市场，

1997 年 12 月，深圳市首先建立了风险投资市

场的中介组织“中科融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

高新技术公司与投资机构、个人牵线搭桥，促

进科技与金融的结合。

1998 年 4 月，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市政府

出资并发起，分别创建深圳市高新技术创业投

资公司（简称“高新投”）及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基金，尝试引导社会资金及境外投资基金投资

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到 1999 年 8 月，市政

府又成立了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创新投”），创新投成立时注册资金 7 亿元

元，市政府投入五个亿，社会募集了两个亿。

这家政府控股公司成立伊始就被授予了自主

投资决策、投资范围不受区域限制、投资收益

可按比例转作员工奖励等自主权，并得到市政

府“不塞项目，不塞人”的公开承诺。时至今

日，“创新投”已经被誉为中国最大的“红土创

业投资资本”，进入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

研究。

深圳发起设立的创新投和高新投在中国

创业投资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我国

创投产业“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和按国际化

惯例管理”的基本方向。但这些意义重大的事

件还只是深圳创业投资产业的婴儿初啼。

致力于建立发达完善的创投体系
1998 年 10 月，调任深圳副市长的庄心一

同志按照李子彬市长的要求主管创业投资工

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心一同志就明确提出了

不仅是吸进风险投资企业，而是要建立起一个

风险投资体系的工作思路。他认为要想从无

到有的，建立起一个能够支持、推动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创业投资体系，就要走立法的道

路，要能够为这样一新生的行业定制度、明机

制、放空间，要能够使这样一个市场化程度很

高的产业一开始就按照市场法则而不是政府

行政指令运营。他提出政府要颁布一个有关

创业投资的“暂行规定”。他组织市外资局、科

技局、工商局、财政局等部门的同志们反复讨

论，如何能够在我国市场经济机制尚不完善的

时候，从深圳的实际出发，培育只是在少数发

达市场经济国家非常活跃的风险投资产业。

此后由科技局的同志起草了《深圳市创业资本

投资高新技术企业暂行规定》（初稿），市外资

局又牵头，多个部门参与反复修改后形成了送

审稿。一向以严谨挑剔闻名的庄心一同志，作

为金融专家，认为送审稿对风险投资的行业属

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投资方式定义还需要深入

研究。于是将送审稿转给市政府办公厅修改，

他自己亲自参与，带着财金处处长肖亚非的全

处加班加点地修改了三周，形成了市政府常务

会议的“暂行规定”审定稿。

在检索“暂行规定”审定过程的档案时，还

出现了一件影响了中国创业投资领域的一个

故事。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在文件上批示，应

将从英语“Venture capital”直接翻译过来

“风险投资”改称为“创业投资”。英文“Ven-

ture”就是冒险的意思，译作“风险投资”本无

问题。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的科技部等七

个部门[国办发 95]号也采用了风险投资的提

法。自深圳市政府的“暂行规定“颁布后，创业

投资很快就取代风险投资，成为标准称谓。现

在看来，这一修改对于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真的是很有意义，当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还很低

的时候，创业投资真正意义是提高产权投资比

重，是确定知识产权的价值，是按照市场经济

的内在规律衡量公司的价值，而不是银行的信

贷行为，也不是在股票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

为。

2000 年 10 月，庄心一副市长和时任深圳

市委常委、副市长王穗明共同召开了新闻发布

会，“暂行规定”正式颁布。当时曾经有观点认

为，这个“暂行规定”没有单独给予例如政府财

税优惠之类的“硬政策”,太软了不解渴。现在

看起来，这个“暂行规定”对于深圳创业投资产

业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解决了“授人以渔而不

是授人以鱼”的基础性制度问题。当年全国吸

引外资的重点还是引进外商一般性直接投资，

“暂行规定“使得外资创业投资进入国内具有

了有法可依的新渠道。与此同时，“暂行规定”

为创业投资这个新的行业发展确定了一条非

政府行政审批与管制的机制，赋予了 1999 年

底成立的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行业规范与

管理地位。这样一个创业行业由谁管理，由谁

准生，如何规范行业的行为，投资方向规划怎

么确认、以及政府对行业的引导支持如何体现

等等问题都找到了依据。在这样一个认定下，

监管方式就从当时常见的行政监管变成了一

般性的工商管理，投资行为活动在法律制度下

尝试自主管理、自担损益，这个行业特定的人

员资质、执业准则、诚信约束、行为规范以自律

管理为主。

庄心一副市长当年经常说几句话：你投什

么项目政府不管，你用什么人政府不管，你融

资多少政府不管，政府只管创业投资要依法合

规。至于是否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则取决于

你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份额。

迅速从政府规章走向人大立法
2000 年 10 月份，“暂行规定”颁布后不

久，市人大常委会开始推动将政府规章的“暂

行规定”上升为正式的法律。时任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国权教授及法制工作委员会积极

地推动了立法过程。在庄心一副市长的主导

下，科技局、法制办等单位共同完成了从规章

到条例初稿的起草。2003年2月，深圳市人大

正式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创业投资条例》（简

称“条例”）。历史地看，深圳在 2000 年和

2003 年初颁布的“暂行规定”和“创业投资条

例”以及相关实践，为 2005 年，国家发改委等

十部委联合发布了一个《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

行办法》提供了有益的立法与管理的借鉴。

尽管从“暂行规定”到“条例”颁布之间只

有两年多，“条例”相对于“暂行规定”又出现了

一些重大的突破。例如，对“暂行规定“制定时

受当时条件没能写入创业投资的企业的具体

组织形式，做了重大突破，在全国范围内尚无

一家创业投资机构采用有限合伙形式条件下，

明确规定：创业投资机构可以采取有限合伙等

多种组织形式。目前，GP和LP组织形式已经

是创业投资界的常识和基本的企业组织方式，

但在当年却有着石破天惊的震撼力。而另一

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立法突破是，规定创业

投资机构可以最低注册资金以及分期出资制

度的方式设立。2014年4月国务院印发《注册

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决定推行注册资本

登记制度改革。国家工商总局在解读《注册资

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时指出，《方案》围绕公

司设立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大幅度降低了公

司的设立门槛，还权于市场、还权于市场主体，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注册资本

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并放宽注册资

本登记条件。允许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

定缴足出资的出资期限，不再限制两年内出资

到位，提高公司股东（发起人）资金使用效率。

在登记注册环节，改革后，公司实收资本不再

作为工商登记事项。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深圳在“暂行规定”和 “条例”制定过程中

所体现出的大胆探索精神和市场经济体制机

制建设中所表现出的前瞻性。

练内功，走出黎明前的黑暗
回顾历史，深圳建设创业投资体系是非常

超前的，也是生不逢时的。2000 年纳斯达克

市场上的网络股泡沫破灭的余波，引发了全球

范围对创业投资和创业板作用的反思，美国及

其他创业投资曾经非常活跃的国家和地区，包

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都出现大幅萎缩。我们

创业板推出的时间也理所当然地推迟了。中

国的创业投资产业在严冬中出生，中国创投的

红旗能够打多久，悲观情绪在四处弥漫。这次

深圳口述历史活动，电话访问了著名创业投资

企业家厉伟。在回答“暂行规定”和“条例”制

定对于深圳创投业发展的作用时，厉伟止不住

有些激动地说，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暂行规

定”和“条例”不可能给我们大发展的机会，但

给了创业投资业生存下去的法律支撑，没有法

律地位的行业与企业是不可能生存的。深圳

创业投资企业活下来了，以深圳之小，如今在

全国创业投资领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

局面。

当时分管的市领导有一段即席讲话，十几

年后读来仍很贴切：大家逆向去思考一下，现

在相对困难的时期非常必要，对于我们克服浮

躁和盲目性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客观上给了

我们时间去夯实我们的基础工作，苦练内功包

括评价体系的建立、管理机制的磨合、人员培

训等等。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任何一个

行业在孕育成长的过程中早些经历这样一个

阶段是好事。就好比一个从小磨练过、吃过

苦、受过严格训练的孩子，长大以后懂得规矩，

经得住事、也能干事。一定要充分地认识这个

阶段的重要性，在这个阶段，把握好方向，充分

借鉴吸取经验教训，下大力气夯实自己，端正

理念，为我们投身的行业能够健康、稳定、持续

发展打个良好基础。

在那个相对困难的时期，深圳市委市政府

派出了多个代表团去台湾、韩国和北美考察创

业投资与产业创新，继续加大干部金融业务的

培训。同时着手补齐深圳金融学科在教育与

科研方面的短板，致力于创造一个高新技术产

业能够在这里从原发性的成果诞生到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机制。

16~17

肆
任何一个行业在孕育成长的

过程中早些经历这样一个阶段
是好事。就好比一个从小磨练
过、吃过苦、受过严格训练的孩
子，长大以后懂得规矩，经得住
事、也能干事

叁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深圳在“暂行规定”和“条
例”制定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大
胆探索精神和市场经济体制机
制建设中所表现出的前瞻性。

▲唐杰

我来深圳21年，在政府

工作了 17年，最深的感受

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机

制一定是法治而不能是人

治。深圳能够持续快速地转

型创新增长，确实是具有其

他城市不同的气质，坚持市

场化、法治化，充分地发挥市

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作用，致力于建设法治化的

市场经济机制去推动引导产

业健康地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