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明确“3·15” 曝光问题公司监管原则

以提升质量为中心加强上市公司监管

□

本报记者 徐昭

关于“3·15” 晚会曝光智能骚扰电

话、 电子烟释放有害物质等涉及的上市

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监管问题， 中国

证券报记者17日从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

人处获悉， 证监会将以正在展开的年报

监管为契机， 打击上市公司各类造假行

为； 证券监管系统将以提升上市公司质

量为中心，依法履职，持续推进加强上市

公司监管工作。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深交所将

持续密切关注舆情及媒体报道， 视情况

要求公司披露澄清公告或进展公告，充

分揭示风险。 全国股转公司17日发布消

息称， 全国股转公司要求相关挂牌公司

自查并披露， 并对挂牌公司开展全面排

查； 要求主办券商密切跟进风险事件进

展，加大持续督导力度。

涉及部分资本市场公司

15日，央视“3·15晚会” 聚焦产品

质量、售后服务、互联网消费等领域侵

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关注

了十大类问题，包括医疗垃圾黑色产业

链、危险的辣条、化妆的土鸡蛋、智能骚

扰电话、资质证书乱挂靠、劣质卫生用

品、家电售后陷阱、电子烟不健康、网

贷无底洞、银行卡闪付功能存在盗刷隐

患等。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央视

“3·15” 晚会曝光的智能骚扰电话、家电

售后陷阱、 电子烟和网贷无底洞等四类

问题直接或间接涉及部分深市上市公

司，智能骚扰电话等问题涉及2家新三板

挂牌公司。

具体来看， 智能骚扰电话间接涉及

蓝色光标、科大讯飞、爱尔眼科、汤臣倍

健、电广传媒和麦达数字6家上市公司和

上海智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璧合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家挂牌公司；家电售

后陷阱涉及小天鹅和美的集团2家上市

公司；电子烟涉及亿纬锂能、盈趣科技、

劲嘉股份、顺灏股份和美盈森等5家上市

公司； 苏宁易购则澄清了与网贷无底洞

曝光公司无关。

上市公司回应问询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深交所积极

采取监管措施， 第一时间向相关公司电

话问询， 并于16日、17日向蓝色光标、麦

达数字和亿纬锂能发出问询函， 督促公

司及时、准确向投资者释疑。

被点名的新三板挂牌公司璧合科技

涉嫌使用“探针盒子”获取用户信息。 该

公司的股东包括蓝色光标和科大讯飞，

分别持股19.79%和3.66%。两家公司均于

3月16日发表声明公开回应表示，璧合科

技是公司早年参与财务投资的企业，公

司不占有其董事席位， 也未参与其日常

运营决策。

17日晚间， 蓝色光标发布关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称， 蓝色

光标自2016年6月28日后，已不占有璧合

科技的董事席位， 也未参与其日常运营

决策。 公司未曾涉及或参与媒体报道的

璧合科技相关业务， 也未与该项产品有

任何业务往来。

“3·15” 晚会曝光电子烟产品存在

尼古丁含量不明以及含有甲醛等有害物

质， 亿纬锂能参股子公司从事电子雾化

器制造。

17日晚间，亿纬锂能发布关于对深

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称，自

2017年7月1日起， 麦克韦尔不再纳入

亿纬锂能的合并报表范围，电子雾化器

业务不再是亿纬锂能的主营业务之一。

亿纬锂能不涉及电子烟制造和销售，更

不涉及“3·15” 晚会所关注的烟液超

标问题。

被曝光未经授权窃取用户信息的社

保掌上通是杭州递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产品， 麦达数字与递金公司共同参股

设立上海富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

本文发稿时， 麦达数字尚未就深交所的

问询函作出回应。

此外，“3·15” 晚会中提到网贷产

品任性贷，苏宁金服和苏宁易购于15日

晚11点在官方微博回应苏宁任性贷无

独立APP，该款任性贷为厦门某公司山

寨产品， 与苏宁小贷公司无关。 （下转

A02版）

111家公司一季度业绩预告七成预喜

四行业景气度向好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实习记者 潘宇静

截至17日，沪深两市共有111家公司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七

成公司预喜。 多位券商分析师认为，一季度业绩预告景气度向好的行业

集中在禽养殖、精细化工品、新材料及大数据相关业务等领域。中小创经

历了去年年报业绩“集中洗澡” 后，今年一季度有望环比回升，后续可以

重点关注业绩超预期个股。

禽养殖行业景气度向好

Wind数据显示，111家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的公司中，77家预增续

盈，4家扭亏，16家预减，13家续亏，1家不确定。 其中81家公司一季度业

绩预喜，占比73%。28家公司预计净利润翻倍，益生股份、民和股份等7家

公司预告净利润最大增幅超400%。

从行业层面来看，已披露一季度预告的公司中，业绩增幅较大的公

司主要集中在禽养殖、精细化工品、新材料以及大数据相关业务等，业绩

降幅较大的公司主要集中在设备制造等中游行业。

招商证券策略团队认为，经营业绩较好并且所在行业景气度回升的

公司倾向于尽早披露业绩变动情况。一季度景气度向上而且业绩表现相

对较好的领域包括： 一是市场价格攀升带动禽养殖业盈利出现大幅改

善，核心原因在于一季度行业供给紧缩的现象依旧持续，因此鸡价延续

去年四季度上涨势头；二是周期性较弱的精细化工品和新材料领域的公

司业绩增长尚可，产品毛利率得到提升；三是计算机行业中以大数据应

用及平台建设相关的业务增长情况较好，目前逐渐进入业绩释放阶段。

在一季度业绩预告中，净利润增幅前两位的益生股份和民和股份都

是禽养殖类公司。 益生股份预计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为3.2亿元-3.4亿元，

同比增长2919%-3108%。 民和股份预计一季度归母净利润最大变动幅

度为1891%。

益生股份称，近年来我国祖代白羽肉鸡引种持续不足，一季度行业

供给紧缩的现象依旧持续。 受此影响，公司主营产品父母代肉种鸡雏鸡

及商品代肉雏鸡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 民和股份表示，主营产品商

品代鸡苗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公司表示一季度预告业绩下滑，主要是受到整

体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的影响。 智云股份认为，受整体经济环境以及行

业竞争影响，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公司下游客户从公司采购设备的需

求减弱，导致销售订单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公司预计一季度首亏，净利

润亏损3300万-3800万元。（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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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热火朝天 期价不温不火

“糖周期”下缘何冷热各异

一边是资金“豪赌” 南宁糖业股价咸鱼翻身，一边是白糖期货不疾

不徐震荡抬升。今年以来，白糖股票、期货价格走势可谓冷热大不同。分

析人士表示，从基本面来看，伴随糖市全球供应收缩，糖价长期迎来上涨

的确定性强，但短期要注意来自政策和油价等外部因素的干扰。

A04�期货大视野

首批拟申请科创板企业扫描

多家公司和明星创投“打埋伏”

目前已有江苏北人、金达莱、复旦张江、赛特斯、大力电工、先临三维

通过发布公告方式明确拟申请科创板上市， 正推进IPO的新光光电、烟

台睿创、启明医疗、聚辰半导体、申联生物已在其更新的IPO相关文件上

表示，拟申请在科创板上市。上述企业均属科创板重点支持的六大行业，

部分企业盈利能力较强。一些知名机构和A股上市公司现身上述企业的

大股东名单。

A05�公司/产权

首批科创板挂牌企业料质优“量不多”

□

本报记者 孙翔峰 陈健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准备工作格外忙碌。

16日， 上交所举行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会员准备工作座谈会； 同日上

午， 上交所召集18家券商举行科创板股

票公开发行承销工作座谈会。 中国证券

报记者获悉， 上交所将组织设立科创板

股票公开发行自律委员会， 首批自律委

员会委员尚在筛选当中。

确保平稳运行

从上交所召开的两个座谈会透露出

的内容来看， 防控风险和保障科创板市

场平稳运行是交易所强调的重点。

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会员准

备工作座谈会上，上交所强调，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是大事， 大事要办成好

事， 防控风险是第一要旨。 会员单位要

“严把七道关”———交易权限开通关、企

业选择关、发行定价关、材料申报关、上

市初期交易监管关、 系统安全运行关和

廉洁关，按照“高标准、稳起步、严监管、

控风险”的基本要求，共同做好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各项准备工作。

发行承销工作座谈会属于小范围

讨论， 上交所副总经理阙波出席，18家

证券公司主要负责人或分管投行业务负

责人参加会议， 议题集中于如何促进科

创板新股发行合理定价和保证科创板二

级市场交易平稳运行。 参会券商人士透

露，筛选推荐首批科创板企业的基本思

路是：真、好、精，规模适当，定价合理，

运行平稳。

“可以看出科创板首批企业要求严

格，质量高，预计首批挂牌企业数量不会

太多。 ” 有投行人士评价。

发行承销工作座谈会另一个主要议

题是如何做好自律委员会筹建准备工

作， 交易所在会上听取了行业关于合理

平稳定价及如何发挥自律委员会作用的

有关意见。 从目前了解到的信息看，科创

板股票公开发行自律委员会可能是一个

类似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组织， 委员主

要来自券商等市场主体， 功能主要是就

股票发行承销事宜提出行业倡导建议。

上述投行人士认为， 科创板股票公

开发行自律委员会的设立有利于推动券

商勤勉尽责，强化责任意识，促进科创板

平稳顺利运行。

市场“总动员”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会员准备

工作座谈会被外界视为最后的市场“总

动员” ，近百家会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席

了此次大会。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中

国证券业协会、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都有出席， 并提出工

作要求。 而参会的会员单位全部是具有

承销保荐或经纪业务资格的券商， 参会

人员以券商董事长或总经理级别为主。

上交所透露， 座谈主要围绕设立科

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准备工作， 通报前期

工作进展情况，听取会员单位意见建议，

重点就强化会员单位责任， 全面做好市

场准备尤其是风险防范提出新的要求。

会议还透露了上交所前期为全力确

保科创板建设和注册制试点工作高效平

稳推进做的准备工作。前期，上交所成立

了由所主要领导牵头的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工作上线指挥部， 下设11个工

作就绪组，涵盖发行、审核、交易、监察、

系统、新闻等主要工作条线。 工作就绪组

各组长分别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最新工作

推进情况和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

会员代表在座谈中纷纷表示， 将深

刻把握好资本市场改革的历史机遇，积

极提升发行定价、 销售、 研究等业务能

力， 切实按照科创板定位推荐潜力企业

上市，做好企业承销保荐、投资者权限开

通、 技术系统对接以及客户交易管理等

各项工作。

券商加速冲刺

15日，上交所发布了《保荐人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

核系统办理业务指南》（简称 《业务指

南》），即日开始施行。《业务指南》对保

荐人通过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系统

办理业务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解决

了券商开展相关工作的最后技术问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18日起，审核

系统将正式运行， 通过审核系统提交的

文件将被视为正式的科创板股票发行上

市审核文件。 科创板各项准备工作已基

本完成，只待“临门一脚” 。

券商进入加速冲刺阶段。 中国证券

报记者近日从某中型券商投行人士处获

悉， 该券商已有一家科创板上市项目完

成前期申报材料的准备工作， 并通过了

公司内核，即将进行首批申报。南方某券

商投行负责人表示，（下转A02版）

规模适当

定价合理

运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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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迎春季行情 再融资更趋理性

□本报记者 黄灵灵

今年以来定增市场有所回暖，定增

拟募资金额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逾一倍。 业内人士指出，定增市场已趋

于理性。

定增迎春季行情

随着去年四季度监管层对定增等再

融资的松绑，2019年以来上市公司增发

迎来小高潮。Wind数据显示，截至17日，

两市公告的定增预案为47个， 预计募资

总额共计972.8亿元；2018年同期为31

个，预计募资总额为361.77亿元；2019年

同比增长168.9%。

从增发用途来看， 融资用于收购资

产的定增预案为31个， 融资用于项目融

资、配套融资的均为23个。

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所长孙金钜指

出，从政策面分析，定增市场在2016年达

到顶峰后， 受2017年再融资新政和减持

新规影响，2017年和2018年发行规模均

接近腰斩。 政策、市场、资金三方面影响

在2018年下半年均已充分体现， 月均发

行规模开始企稳。 2018年三季度定增政

策开始放松， 包括对并购配套融资规模

和用途的放松；定增融资间隔的放松，即

从18个月缩短到6个月。

“近期定增市场收益率显著回升，发

行难度大幅降低， 参与资金的积极性也

有所提升。 ”孙金钜表示，从定增市场周

期性来看，定增市场低点已过。

深圳某券商投行业务人士黄竞（化

名）表示，从投资者角度分析，2019年以

来，在资金面较为宽松、支持政策密集出

台的背景下，A股表现活跃，投资者对市

场普遍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因此，财务投

资者相信此时的定增持有成本较低，后

期股票增值空间大， 更有信心和意愿参

与上市公司定增。

吸引力正在增强

业内人士指出，现阶段定增仍是上

市公司再融资主要途径。 随着政策放

宽， 上市公司通过定增融资的意愿正

在加强。 同时，随着定增市场趋向理性

发展且收益率回暖， 定增对长线资金

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适合投资方左侧

布局。

孙金钜指出， 此轮定增行情与2015

年至2016年的火爆情形不同， 更趋于理

性。“2015年至2016年定增行情火爆，更

多是由高折价率套利机会驱动短期套利

资金快速涌入带来的繁荣， 行情起来得

快，遇冷也很快。而本轮行情是定增市场

长期投资价值逐步显现、 被长线资金认

可后带来的回暖。因此，本轮回暖不会像

上一轮行情那么快，持续性会更好。 ” 孙

金钜说。

此外，今年以来，定增收益率有所上

升。孙金钜表示，2017年定增解禁收益率

不高；2018年下半年，实施的定增平均浮

盈收益率为25.1%。 截至15日，2019年定

增实施的平均浮盈收益率为33.9%。

“2018年是定增的战略性布局年。

从左侧布局的角度来看，目前仍旧是定

增布局比较好的时间点。 虽然定增折

价率不再保持高位，但仍有10%左右的

折价率。 ” 孙金钜说，同时，减持新规发

布后定增平均锁定期为1.5年，更应该左

侧布局。

但有投行人士指出， 目前一般投资

者对参与定增的意愿并不高。 某总部位

于北京的券商投行部副总裁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除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

关联方、战略投资者之外，一般投资者对

于定增认购积极性有限。 认购定增价格

比市价低10%左右，但锁定期较长，减持

时还有较多限制， 因此不少投资者没有

很强的动力参与。

重稀土价格看涨 新“风口”有望形成

继鸡价、猪价大涨带动A股相关板块指数翻倍后，近期处于历史底

部的重稀土价格也“一点就燃” 。 数据显示，3月以来，重稀土氧化镝价

格出现急速上涨。业内人士表示，在缅甸进口突然收缩、国内重稀土开采

技术问题短期难以突破、环保政策趋严背景下，重稀土供应缺口将难以

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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