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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首批IPO公司亮点纷呈

证监会3月2日核发24家企业IPO批文，19家公司在3月3日披露了招股

意向书。其中，轻资产公司数量增多，不少公司涉足互联网、机器人和文化产

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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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常态化 新股申购效应减弱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沪深股市周二震荡回调，沪综指下破

3300点。 市场人士认为，此前新股密集发

行时，往往会诱发市场调整。打新潮过后，

资金回流二级市场又会助推股指震荡上

行，IPO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行情试金石的

角色。 证监会周一核发24家企业IPO批

文，由于IPO已常态化，新股申购的边际

效应递减。短暂调整反而为投资者提供加

仓机会。

指数下行 不乏亮点

沪深股市节后开启二次上攻模式，沪

综指一度冲上3300点， 并挑战3400点前

期高点。 小盘股指数更抢眼，创业板指数

和中小板指数不断上演“新高秀” ，将成

长大戏推至高潮。 沪深两市周二遭遇普

跌，沪综指下跌73.23点，收报3263.05点。

深成指跌逾300点，收报11526.22点。 受

大盘拖累，早盘一度表现强势的小盘股指

数尾盘纷纷跳水。 中小板指数下跌

1.39%，收报6645.02点；创业板指数下跌

1.27%， 收报1961.74点。 中小创 “新高

秀”被中断。

分行业板块看，蓝筹板块成为杀跌重

灾区。 申万采掘、房地产、家用电器、银行

和非银行金融指数领跌，跌幅均超过2%，

分别为 2.21% 、2.41% 、2.46% 、3.17%和

4.00%。 申万纺织服装、有色金属和轻工

制造指数逆市收红， 但涨幅普遍较小，分

别上涨0.49%、0.33%和0.26%。

在正常交易的2374只股票中，1561

只股票下跌，占比达65.75%。 其中，39只

股票跌幅超过5%，385只股票跌幅超过

3%，无股票跌停。在上涨的780只股票中，

141只股票涨幅超过5%，273只股票涨幅

超过3%，市场仍不乏亮点。

分析人士认为，此前市场一度预期补

充年报业绩会带来新股发行空窗期。 不

过， 证监会周一核发24家企业IPO批文，

让一些投资者稍感突然。 市场人士预计，

这批新股的募集资金约150亿元，会在未

来两周内发行完毕。

寒流过后迎暖春

分析人士表示， 随着新股发行步入常

态，对行情的扰动逐渐减弱，A股不惧寒流。

一方面，2015年以来，新股申购效应

明显减弱。 在一些新股申购时，股指非但

没有下跌，反而强势上攻，走出一波七连

阳强势行情。 即便昨日股指下跌，但个股

仍不缺乏亮点，有69只股票涨停，环保板

块更掀起涨停潮。（下转A02版）

尾盘15分钟逆转

期指“牛气” 仍足

三月融资：

慎对周期 拥抱成长

认沽认购期权合约

冰火两重天

陈东征：深港通是大势所趋

□

本报记者 黄丽

“深港通快了。 ” 3月3日，全国政

协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前理事长陈东

征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时

表示，深港通属于国家战略部署，是大

势所趋。陈东征透露，事实上，深港两地

交易所的合作早已起步，“沪港通、深

港通最大的好处就是打开中国资本市

场的大门，但凡事都有先后顺序，当我

们摸着石头过河时，总要有人先试探水

深水浅。 ”

陈东征认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全力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所

以， 今年他的两会提案依然和去年一

样，其中之一是建议在“十三五” 规划

中把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提升为国家战

略，另一个提案是加快城商行、农商行

上市。“80%左右的企业得不到银行的

支持，城商行、农商行在中小企业融资

中的作用远远大于国有大型银行。 ” 陈

东征说。

在创业板的改革进程中，深交所动

作频频，日前刚完成了创业板影视和医

药两个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修订工作。

陈东征认为，现在关于创业板改革的话

题已经提得很多，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

落到实处。

针对新三板转板问题， 陈东征表

示，深交所一直全力支持新三板，转板

机制很有必要，但转板机制的设计应取

决于企业发展的需要及其自身意愿。陈

东征并不担心新三板会造成创业板分

流，“因为中国的企业千差万别， 他们

分别处于不同的层次，企业会根据自身

发展阶段和相应需求来选择不同层次

的资本市场，符合条件的公司自然会来

上创业板。 ”

全国政协委员、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表示

IPO审核放在交易所是注册制主流方案

□

本报记者 万晶 黄丽

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证券

交易所理事长桂敏杰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目前注册制方

案还没有确定，IPO审核放在交易所是

几种方案之一， 不过是目前的主流方

案。注册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差

异化上市条件， 交易所内部要进行分

层，上交所要建立自己的战略新兴产业

板。衍生品也是上交所未来要重点发展

的品种， 股票期权会继续发展和扩容，

但新品种推出时间不确定。

交易所内部要进行分层

桂敏杰表示，对股票发行注册制今

年推出比较乐观。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

场的一件大事，目前上交所在进行相关

准备工作。 一是参与规则制定，从交易

所层面参与方案设计；二是进行人员储

备，搭建合适的架构适应注册制带来的

变化；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方面的

工作，不仅是投资者教育工作，还有发

行人、中介机构角色调整的宣传和培训

工作。

桂敏杰说：“注册制落地当然越快

越好，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律依据。 目

前，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公开发行制度为

核准制，而要改革为注册制，就必须先

修订证券法相关条款。两会后证券法修

订草案会提交人大审议，预计今年内应

可完成修订。 ”

在谈及多层次资本市场时，桂敏杰

表示，注册制改革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

差异化上市条件，不再是统一的上市标

准，交易所内部要进行分层，上交所要

建立自己的战略新兴产业板。多层次资

本市场是跟我国经济、企业结构相关联

的，不同的企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

同， 需要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进行支

持。 多层次资本市场是个体系，不同层

次市场之间并非有清晰的界限，之间会

有联系和交叉。

建立分类信息披露机制

上交所自推出信息披露“直通车”

后，上市公司85%的信息披露是通过直

通车。“上交所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分行业披露，这是趋势和方向。 ”

桂敏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解释，过去把

不同行业公司放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

披露， 投资者看不出公司之间的区别。

比如， 石化业和IT业上市公司在信息

内容上不一样，统一标准进行披露就看

不出差异。 分行业后，对具有行业特殊

性的内容可额外提出一些披露要求，投

资者可更真实地了解这家公司。

桂敏杰表示，上交所将建立分类信

息披露机制，一些风险偏高、属于监管

重点的公司要另设披露标准， 比如ST

股、*ST股。 对市场关注程度比较高、市

场质疑声比较多的公司会加强信息披

露的要求。

衍生品是未来重点发展品种

对于股票期权会否继续扩容的问

题，桂敏杰表示，目前上证50ETF期权

只是试点，未来股票期权发展和扩容是

肯定的，但时间尚不确定。 50ETF期权

刚推出不久，需继续观察，来检验交易

制度、规则和风险控制能力，衍生品是

上交所未来要重点发展的品种。待产品

本身完善、配套措施出台，条件成熟后

会推出新的期权品种，做大做强衍生品

市场。

对于退市制度，桂敏杰表示，去年

上交所已很严格地执行退市制度，今年

会继续严格执行。针对市场上对主动退

市再上市机制被滥用的担忧， 桂敏杰

说，有些公司选择退市确实有经济上的

原因，不愿意再当公众公司，想私有化，

还有一些是市场和经济周期的原因。其

实，退市本身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再上

市时间成本比较高。（下转A02版）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桂敏杰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前理事长陈东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3月资金面改善仍需政策发力

周二央行开展降息后的首次公开市场操作。 当日央行仅进行了350亿元7

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降至3.75%。 在此背景下，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延续

节后的紧平衡态势。 3月资金面若想重回宽裕，仍需央行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

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表示

探索小贷公司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接渠道

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表示，积极探索小贷公司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对接渠道，不仅可以为小贷公司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平台，也会成为资本

市场一个新的增长点。 小贷公司和小贷行业提高规范化运作水平，不仅

是小贷公司通向资本市场大门的基础， 也是小微金融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新常态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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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控股酝酿重组不满十日即告吹

因筹划重组重大事项2月25日起停牌的民生控股3月3日晚公告

称，因交易双方一直未能就某些关键性问题达成一致，在综合考虑收

购成本、收购风险等因素的基础上，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A07�公司新闻

“一带一路” 辐射区域

有望扩大

贾康：今明两年房产税

应进入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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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挂牌企业突破2000家

3月3日，新三板挂牌公司突破2000家，达到2003家。 挂牌公司总

股本达到838.73亿股，其中无限售股本302.12亿股，挂牌公司总市值

达6439.36亿元。 在挂牌公司数量增长的同时，新三板做市股票的成交

活跃度也大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