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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渐近 市场资金充裕

明年新股发行或提速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23日和24日，年内最后8只新股申

购结束后，依托于老规则的“预缴款打

新制” 将宣告终结。 市场人士指出，随

着注册制落地时间节点临近，股权投资

大时代将加速到来，明年新股发行或提

速。不过，市场资金继续保持宽裕，对直

接融资有较强的承接力量。

预缴款制即将取消

临近年末，年内最后一场打新盛宴

即将开席。 根据安排，本轮IPO重启后

的28家新股中最后8家公司已完成会

后事项程序和重启发行备案工作，将在

今日和明日两天启动网上、 网下发行。

方正证券指出，年内最后一批新股申购

可能冻结资金1.7万亿元。 由于本批新

股数量偏少， 且募资规模小于前两批，

资金大多都能实现顶格申购。不少机构

预计，平均中签率将环比下行。

随着28家新股在年底前分批发行

的如期结束，“缴款打新” 进入“末日

轮” 。 11月初，证监会提出了进一步改

革完善新股发行制度的政策措施。 其

中，将取消现行的新股申购预先缴款制

度，申购时预先缴款改为确定配售数量

后再进行缴款； 公开发行2000万股以

下的小盘股发行一律取消询价环节，由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定价，直接向网

上投资者定价发行；同时建立摊薄即期

回报补偿机制，要求首发企业制定切实

可行的填补回报措施。

预缴款制的终结将大幅减少对二

级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影响。投行人士

分析指出， 在所有新股发行新政中，取

消预缴款制度对二级市场的直接影响

最大。以2015年6月初25只新股冻结资

金为例，峰值时达到5.69万亿元。 打新

资金的进进出出，不仅导致市场大幅波

动，也引发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水平大

幅波动。

“预缴款制度取消之后，也必将带

来打新市场新的变化。 ” 前述人士分析

指出，比如，在股票市值配售背景下，新

股申购成功后再去拆借资金，将壮大网

上打新投资者数量，散户打新中签率或

将走低，打新产品收益也将下降，这种

趋势在明年将体现出来。

国泰君安预测， 新股发行与注册

制改革将对打新收益有所摊薄。 在新

规下，网下打新年收益率可能在1.25%

左右， 网上打新年化收益率在4%以

上， 较之前6%-12%的无风险收益有

所摊薄。

新股有望扩容

公开数据显示， 截至12月17日，

已经受理首发企业718家。 其中，已过

会67家，未过会651家。未过会企业中

正常待审企业633家， 中止审查企业

18家。 机构人士分析表示，目前来看，

明年新股发行的“储备” 数量依然较

高。 （下转A02版）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

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

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

□

据新华社电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12月20日至21日

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

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分析城

市发展面临的形势， 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

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李克强在讲

话中论述了当前城市工作的重点， 提出了

做好城市工作的具体部署，并作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 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

程。 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

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

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同时，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

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

高质量，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统筹上

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

发展持续性、宜居性。

第一，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城市发展

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 城

市和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城市发展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

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

程，人口和用地要匹配，城市规模要同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必须认识、尊重、

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

想，切实做好城市工作。

第二，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

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 要在《全国主

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的基础上，结合实施

“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建设等战略，明确我国城市发展空

间布局、功能定位。 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

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

约、高效绿色发展。 要优化提升东部城市

群， 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

区域性中心城市， 促进边疆中心城市、口

岸城市联动发展，让中西部地区广大群众

在家门口也能分享城镇化成果。各城市要

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

和特色产业，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

业协作协同， 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

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要加强创新合作

机制建设，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资源共享

网络，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 我

国城镇化必须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

市工作必须同“三农” 工作一起推动，形

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第三，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

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 城市工作要

树立系统思维， 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

构、功能等方面入手，对事关城市发展的

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周密部署，系统

推进各方面工作。要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定

位、文化特色、建设管理等多种因素来制

定规划。

第四，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

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 城市发展需要

依靠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增强城

市持续发展能力。 要推进规划、建设、管

理、户籍等方面的改革，以主体功能区规

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

规合一” 。 要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确

定管理范围、权力清单、责任主体。（下转

A02版）

转型升级引领并购市场大趋势

2015年的并购市场是波澜壮阔的一年，2015年的并购市场也是热点纷呈的一年。 跨境并购热度不减，

新兴行业的并购整合层出不穷，经过洗礼后的并购市场愈发成熟。业内人士认为，2016年产业协同的并购逻

辑将进一步演绎深化，注册制落地或促价值投资王者归来，基于价值投资和产业整合的并购有望持续升温。

未来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将为并购市场提供持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