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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积极挖掘真成长

2015年，新三板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挂牌公司突破5000家，制

度建设不断加快，行情经历了大起大落后步入稳步上行。业内人士认为，

在股权投资爆发、制度红利释放、估值低企、挂牌公司数量增多等积极因

素作用下，新三板中长期将呈螺旋式上升，2016年仍是布局新三板优质

品种的好时机，可挖掘真正具有成长性的优质标的，兼顾估值跃迁，等待

政策东风。

创业板指创历史最大年涨幅

2015年，创业板指数大起大落，经历了强势反弹、连续杀跌、企稳回

升、震荡整固，全年累计上涨84.41%，创历史最大年度涨幅，最高冲至

4037.96点。全年创业板指成交12.56万亿元，较前五年大幅放量。创业

板共有18只股票年度涨幅超过500%，274只股票涨幅翻番。 未来改革

转型的大背景将继续对创业板构成支撑，但大幅波动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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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逾九成股票温和上涨

2015年，A股总市值一度突破79万亿元，12月31日收报59.32万亿元。 全

年合计成交253.65万亿元，两融余额一度超过2.2万亿元。2015年，A股各主要

指数悉数上涨，沪深两市超过90%的股票上涨。

北京楼市：暖冬氛围浓厚

新年伊始，北京楼市“暖冬”氛围浓烈。一边是部分新楼盘开盘即售

罄，一边是老楼盘封盘等待调价。 业内人士认为，去库存仍将是2016年

楼市调控重要方向，楼市政策将持续支持购房需求释放，成交量上涨仍

会是大概率事件。 同时，受2015年成交高价地影响，五环内泛豪宅化基

本形成， 这将在统计结构上提升北京整体住宅价格水平。 预计2016年

“量增价涨” 将继续主导北京楼市，但房价涨幅预计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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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市场火爆今年有望延续

除停止实施的案例外，2015年共有890家上市公司发布定增预案，调整后

的融资规模达27599亿元。 此外，2015年有586家上市公司完成定向增发，规

模超过12174亿元。 这两组数字均创出历史新高。

新股发行1月1日起按新制度执行

证监会表示，本次完善新股发行制度，不是开始实施注册制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近日表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的相关规章修订和指导意见的征求意见

工作已结束， 经修改完善后已正式发布，

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从2016年1月1

日起，新股发行将按照新的制度执行。 投

资者申购新股时无需再预先缴款，小盘股

将直接定价发行，发行审核将会更加注重

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企业和保荐机构需要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承担更多的义务

和责任。

去年11月6日，适应市场逐步趋稳向

好的条件和环境， 为进一步增加市场活

力、增强市场功能，积极稳定、修复和建设

市场， 证监会重新启动了新股发行工作，

并同步提出了取消新股申购预缴款制度、

简化发行审核条件、 突出信息披露要求、

强化中介机构责任、建立包括摊薄即期回

报补偿和先行赔付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等

完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措施，市场反应正

面、积极。目前，因市场异常波动而暂缓发

行的28家公司已完成新股发行。

为具体落实上述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

措施，证监会同时提出相应修订《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规章草案，并制定

了《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

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于11月6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上述四项规章和

意见征求意见工作已结束， 经修改完善后

已正式发布，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证监会表示，上述四项规章和意见公

开征求意见以来， 市场给予了极大关注，

媒体报道和评论集中，社会各界建言献策

十分踊跃。 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100多

份书面意见和建议。 总体上看，各方面对

这次改革的基本思路和重要举措比较认

同， 认为相关改革措施以问题为导向，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利于解决巨额资金打

新对二级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利于突

出审核重点，进一步体现以信息披露为中

心的监管理念，有利于进一步强化中介机

构监管，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体现

了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取向，是按照注

册制改革的理念和方向向前迈出的重要

一步。很多意见建议有分析、有数据、有具

体建议内容，反映出广大市场参与主体对

于有效推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责任意

识和理性态度。对于市场各方所提意见和

建议，证监会逐条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

了吸收和处理的意见，归纳而言，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纳完善弃购股份处理的建议，

对投资者弃购的股份，允许承销商按事先

公布的原则配售给其他参与申购的投资

者，以体现《证券法》关于承销商应首先

将股票销售给投资者的原则。

二是采纳完善现有报价剔除机制的

建议，规定若最高申报价格与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相同时， 剔除比例可以少于

10%，避免出现相同报价中部分投资者被

剔除的不公平情形。

三是采纳强化独立性和募集资金使

用信息披露的建议，修改了招股说明书准

则，增加并细化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

四是采纳完善摊薄即期回报补偿机

制信息披露要求的建议，在招股说明书准

则中，增加了摊薄即期回报分析的假设前

提、参数设置、计算过程等披露要求。

为落实相关改革措施，证监会还对主

板和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准

则进行了修订，明确了保荐机构先行赔付

承诺及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要求。

证监会表示， 本次完善新股发行制

度，是在核准制下，为配合本次重启新股

发行推出的改革措施，虽然体现了注册制

改革的精神，但不是开始实施注册制。 下

一步，证监会将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

和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安排，做好注册制改

革配套规则制定及各项准备工作，积极稳

妥推进注册制改革。相关工作进展和安排

情况，证监会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2016：新投资带来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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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钢：A股市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2015年12月28日，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与台湾“金管会”负责人

曾铭宗共同主持两岸第三次证券及期货监管合作会议。 肖钢表示，大陆

A股市场在经历2015年异常波动的考验后，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

市场化、法治化取向，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市场监管，促进大陆

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A03�海外财经

单边上涨行情终结

全球股市结构性机会凸显

全球股市2015年大起大落，整体来看发达市场表现略胜一筹。市场

人士认为，流动性趋紧、经济增长疲弱等困扰全球股市的问题将在2016

年延续，单边上涨行情告一段落，市场更多的将是结构性机会。 港股方

面，基于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放缓、美联储加息以及企业盈利增速下滑等

因素，分析师对2016年港股大市普遍持谨慎态度，但对H股细分板块特

别是国企板块的走势相对乐观。

新年献词

□

本报编辑部

沪综指

3539.18

点的收盘点位定格了

跌宕起伏的

2015

年，也开启了承载希望的

2016

年。

岁月如歌。 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镌

刻在光阴的栅栏上，时时提醒我们正视经

济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勿忘股市异常波

动中的教训与经验。

中流击水。 社会发展、经济升级已驶

入改革的深水区， 需要不断地涉险滩、过

暗礁、闯激流，步步警示我们始终保持逆

水行舟的勇气与智慧， 始终坚守破除沉

疴、开拓创新的果敢与追求。

砥砺向前。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培育

创新创业新引擎推动资本市场站上新的

历史关口， 声声呼唤早日迈进资本强国，

以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际金融体系

话语权，不负时代的嘱托与担当。

新的一年，“去”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

键词。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增速很可能长时

期保持“

L

”型，这要求我们做好战略上打

持久战、战术上打歼灭战的准备。

2016

年，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战役”。 其间，

作为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市场化平台、结

构调整的“助推器”、新经济动力的“孵化

器”，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新的一年，改革依旧是最嘹亮的进行

曲。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关系有待进

一步平衡、协调，经济社会中一系列难题

也唯有通过深化改革方能迎刃而解。

2016

年，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指引下，决策层将在政策上作出前瞻

性安排，加大供给侧改革的力度，打破既

得利益的阻挠，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新的一年，资本市场发展有望取得历

史性突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

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

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

场”， 这一顶层设计明确了资本市场发展

方向，“国之重器”地位将在打造经济发展

双引擎过程中日益凸显。

2016

年，在市场

化、法治化的轨道上，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将进一步夯实，以市场为核心的资源配

置体系将进一步优化。 注册制、上交所战

略新兴板、深港通等制度创新之举有望落

地，监管转型、养老金入市、机构混业等机

制完善之举也将亮点纷呈。

新的一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 我们满怀必胜的信

念，坚信风雨之后彩虹更美。 我们也满怀明

天更美好的希望，翘首迎接崭新的阳光。

未来的路上， 中国证券报将不忘初

心，与您同行，继续坚守“可信赖的投资顾

问”宗旨，忠实记录中国经济、资本市场

“爬坡过坎”的成长，继续提供有深度、有

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资讯集成服务。

2016十大猜想

改革大年 四大主题料升温

多空博弈 聚焦三“痛点”

大宗商品：雪去天犹寒 春风已未远

“十三五”规划 引领A股投资

成长盛宴渐酣 三大主角最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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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利军：

未来深交所主要在六个方面布局

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吴利军日前表示，未来深交所持续推进监管

转型，全力推进市场双向开放，在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转型提升自律

监管体制机制、丰富深市特色场内产品序列、加快跨境合作、拓展平台渠

道、加强自身管理与建设等六方面进行努力。 包括落实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各项要求，深化创业板改革，推出创业板企业专门层次，为新三板企

业向创业板转板试点创造更好的条件，恢复深市主板IPO发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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