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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会议布局 能源央企混改料提速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在油气、电力体制改革以及国企改革

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能源领域的混合所有

制改革正积极向前推进。 中国石化、国家

电网、南方电网等企业日前召开的年中工

作会议均将推进混改作为下半年的重点

工作之一。 中国海油、国家电网混合所有

制改革方案正在积极研究制定，有望年内

出台。石油天然气领域混改试点有望在下

半年统筹推进。 业内人士指出，下半年能

源类央企混改将进一步提速，预计在油气

勘探开采、销售以及电企的增量配网放开

方面会有大动作。

油气企业推进混改

据中国石化官网消息，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董事长王玉普日前在集团公司2017

年年中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全力推进改革

攻坚，推进销售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 要

通过销售公司混改上市，真正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 改革体制机制特别是三项制度，

充分激发活力、提高效率。

7月27日，中国石油董事长王宜林在

中国石油2017年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

要持续深化市场化机制改革，包括推进内

部产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主动参与油气

管网运营市场化，吸纳多元投资参与油气

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公平开放。下

半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完成公司制改革、持

续推进专业化重组、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

近日，中国石油官网发布题为《中国

石油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的文章透露，中国石油已制定出台《集团

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导意见》，并分类

分层完成合资合作项目50个。 同时，积极

引进战略投资者参股，中油工程和中油资

本重组成功上市；积极探索企业与地方融

合发展新模式，与新疆、四川、陕西等地方

政府及央企、外企和社会资本，在油气勘

探开采、炼油化工、成品油销售等领域开

展合资合作。 下一步，中国石油还将从完

善企业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及经营机制等

方面，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海油总公司董事长杨华要求，按照

工作计划， 抓紧落实国资委2017年改革

工作要点， 特别是积极推进分类改革、混

合所有制改革、 公司制改革等改革任务。

海油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子可以更

大一些，对于市场在外、与主业关联度不

高的业务， 可以一步到位改制为参股企

业。国有科技型企业岗位分红激励符合国

家相关改革要求，实施改革的条件已经成

熟，要加大公司改革推进力度，用足用好

改革政策，（下转A02版）

修复告一段落

信用债性价比下降

连续两月净融资为负后，7月信用债总发行量、 净融资额均创今年以来新

高。 市场人士指出，金融去杠杆将持续推进，资金面紧平衡态势亦将维持，信用

债总体性价比已下降。

联动惯例打破

港元与港股今年以来走势持续背离

今年以来港股连创新高，港元持续贬值。分析人士认为，股汇联动惯例被打

破的主要原因是香港银行间市场资金非常充足。同时，在港股通机制下，南下资

金不断净流入，推动港股一路上行。

A10�市场新闻

3300点“恐高” 权重周期加速轮动

上证指数再临3300点。 由于该点位多空双方已反复争夺多次，市

场谨慎情绪明显升温。 同时，热点轮动的格局难掩“赚指数不赚钱” 的

尴尬。 金融股、周期龙头股等防御性较强的板块轮动格局短期内有望

延续。

A09�公司新闻

7月上市公司大股东

增减持规模环比双增

统计数据显示，7月共有174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了减持，减持市

值约151.85亿元，同比增长79.45%；共有242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

了增持，增持市值约135.31亿元，同比增长12.55%。 增减持规模较6月

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7月份，亚威股份、国电南自两家公司公告称公司

高管违规减持，原因均是因工作繁忙，账户交由其他人代为操作，违规减

持本人并不知情。

并购重组市场重新活跃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近两个月并

购重组审核节奏加快，同时政策规范和

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沉寂半年的并

购重组市场被重新激活。有投行人士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最近并购重组项目

明显增多， 各种类型的交易开始活跃，

甚至出现了人手不够用的情形。

业内人士表示， 并购重组的审核节

奏在加快，但审核标准不会降低，预计监

管部门依旧会对产业并购持鼓励的态

度， 对借壳交易、 跨界并购继续从严审

核，同时严厉打击“忽悠式重组” ，遏制

借并购重组进行套利的行为。

并购重组项目增多

“最近并购重组市场上的交易开始

活跃起来， 包括借壳交易和产业并购，

尤其是次新股的并购变得比较活跃。 对

于我们而言，最近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

是，并购重组的项目开始增多，头绪非

常多，出现了人手不够用的情形。” 华泰

联合证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劳志明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去年9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其后，并购

重组的审核进程放缓，特别是今年1-5

月，共有52例并购重组项目上会，较去

年同期的107例大幅减少。 在加强监管

的背景下，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案例大

幅增加。1-5月，共有约100家上市公司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不过，6月以来， 并购重组的审核

明显提速。 1-5月，并购重组的上会企

业数量分别为10家、6家、14家、11家、

11家，6月上会企业数量则大增至26

家，7月为21家。 （下转A02版）

满足市场正常需求 并购重组审核加快

□

本报记者 徐昭

6月以来，证监会审核的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申请数量较前几个月大幅增加，

审核速度有所加快。 专家认为，这并非监

管部门有意控制节奏， 而是满足市场正

常需求。 随着“脱虚向实” 政策导向的进

一步落实，涉及产业整合、国企混合所有

制改革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并购重组将迎

来良机。

满足并购重组需求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7月31日，今年

以来证监会共审核99家公司的并购重组

申请。 其中，35家获有条件通过，57家获

无条件通过，7家未获通过， 通过率为

92.93%。

1-5月审核企业数量分别为10家、6

家、14家、11家、11家，6月增至26家，7月

为21家。“最近两个月审核数量大增并非

监管部门有意控制节奏，主要还是与季节

性因素和大环境有关。 ” 北京一家大型投

资机构人士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大的转

型期，企业有大量并购重组需求。 在这一

过程中，新的业态替换老的业态，逐步淘

汰市场上的落后产能与产业。近期并购重

组审核申请数量的增加是满足市场正常

需求。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认为，受

历史原因影响， 部分企业通过寻求壳资

源谋求快速上市， 催生并购市场 “高溢

价、高承诺” 的“双高” 状况。并购市场的

过分狂热又反过来扭曲二级市场， 促使

部分上市公司通过 “跨界并购” 、“忽悠

式重组” 等手段来推高股价。

“今年年初一些上市公司出现年度

业绩预测‘变脸’ 情况，受到市场高度关

注。‘变脸’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此前收

购标的溢价过高，导致后期不得不大幅计

提商誉减值。 ” 陈雳表示，对此，监管层重

拳频出，从严审核，严厉打击忽悠式重组，

有效地维护了并购重组市场的秩序。

申万宏源研报指出，并购重组6月上

会数显著增加，但审核标准并未放松。 目

前关于互联网金融、 房地产等特定行业

的并购审核并未有明显松动迹象， 严厉

打击“忽悠式重组” 的政策导向依然强

烈。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