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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上市标准“五选一”

稳字当头 逾八成公司钟爱“标准一”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张玉洁

截至9日，科创板受理企业已达57

家。 在五套上市标准中，82%的企业选

择“标准一” ，暂无公司选择“标准

五” 。 业内人士指出，科创板普通企业

五套上市标准层层递进，又各有侧重，

市值成为硬指标。 如果发行询价后达

不到当初申报的市值标准， 则发行失

败。 绝大多数企业选择风险较低的标

准一是出于求稳心理。

“标准一”成热门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规则中， 针对

科创板普通同股同权企业设置了五套

差异化的上市标准，企业可任选其一。

另外， 针对红筹企业和表决权差异企

业分别有四套和两套上市标准。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

为， 科创板五套差异化上市标准相对

于A股其他板块的突破在于关注市值

标准，弱化了财务指标，增加了研发投

入比等指标，上市条件更加多元化。

中科沃土基金董事长朱为绎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科创板普通企业

五套上市标准之间有一定逻辑关系，

层层递进， 产品市场空间和收入是核

心，市值起约束作用，这与PE/VC对创

业公司关注的重点相符。 按照相关指

标计算， 五套标准对应的市销率都不

超过10倍。 同时，五套标准各有侧重。

朱为绎称，标准一市值门槛为10亿

元，核心关注点是盈利性；标准二市值

门槛达到15亿元，核心关注点是研发投

入；标准三市值门槛达到20亿元，核心

关注点是经营性现金流；标准四市值门

槛跃升至30亿元， 要求营业收入在3亿

元以上， 核心关注点是市场占有规模；

标准五市值标准达到40亿元，对产品研

发进展和市场空间提出具体要求，核心

关注点是市场前景和核心技术能力。

在具体实践中，47家科创板受理

企业选择标准一， 占比82%；2家公司

选择标准二； 天准科技选择标准三；6

家公司选择标准四； 暂无公司采用标

准五。

此外， 优刻得选取了针对表决权

差异化安排的第二套标准： 预计市值

不低于50亿元， 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

不低于5亿元。

标准选择有玄机

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公司符合科

创板多套上市标准。研究人士指出，这

些申报企业选择相应标准更多是基于

企业本身特点和诉求。

牛牛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刘迪寰

表示， 选择标准一的公司中， 安翰科

技、 科前生物及睿创微纳同时符合其

他标准。 不排除这些公司是在财务表

现良好情况下，（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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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60天以上贷款被鼓励纳入不良贷款

银行资产质量保卫战升级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欧阳剑环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独家获悉， 已有地方

银监部门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将逾期60天以上贷

款纳入“不良” 。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并非硬性

监管要求， 但此举显示出银监部门夯实银行资

产质量的决心，对潜在风险采取更审慎态度。 与

此同时，鼓励银行以更严格标准暴露与确认“不

良” ，必然导致银行加大拨备力度，短期内料对

银行盈利等财务指标带来一定冲击。 当前部分

银行盈利能力减弱，拨备覆盖率接近监管红线，

全面推行此举存在一定难度。

有条件的银行先行先试

“前段时间地方银监部门要求有条件的银

行先行先试，将逾期6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但

我们理解目前还不是硬性监管要求。 ” 某地方

城商行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在光大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看

来，鼓励将逾期6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反映了

监管机构采取更为审慎的监管态度， 鼓励不良

暴露与确认，推动银行业多计提拨备，加大核销

处置，更加稳健经营。

“调研显示，目前90天以上逾期贷款已有接

近90%纳入不良，但60天以上纳入不良的比率约

为30%-50%。 ”王一峰介绍，若60天以上全部计

入不良， 预计全行业不良余额将增加一两千亿

元。当前，部分银行盈利能力减弱，拨备覆盖率不

高，接近监管红线，存量不良处理压力较大。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指

出， 监管此举意味着银行需更加真实地反映不

良资产，并采用更加严格的拨备计提标准。那些

盈利能力较好、不良贷款率较低、风险抵补能力

较强的银行可以先行试行，主动暴露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 相较于目前监管要求逾期

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 已有银行主动采取更

加审慎稳健的风险政策。邮储银行近日表示，该

行进一步突出风险管理的前瞻性， 不良贷款与

逾期90天以上贷款比例达到1.33， 逾期60天以

上贷款已基本纳入不良， 逾期30天以上贷款纳

入不良比重也达到97%。

财务指标或受影响

监管部门2018年要求加大不良确认力度，

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 银保监会统

计信息与风险监测部主任刘春航此前表示，银

行机构逾期90天以上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的比

例， 是一个比较好的反映资产分类准确性的指

标，该比例持续下降，去年末降至90%以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

监管层进一步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将逾期60天以

上贷款纳入不良，旨在做实资产质量。有条件的

银行夯实资产质量，并通过多提拨备调节利润、

增厚安全垫，有利于银行韬光养晦、稳健发展。

2018年年报数据显示， 上市银行的拨备和利润

都在上升，监管层要求暴露更多不良，这不改变

银行本身资产质量。长期来看，这笔拨备并没有

消失，如果最后实际风险损失没有那么大，这笔

拨备还可以回拨至银行利润。

武雯表示， 银行在落实过程中可能面临阶

段性不良贷款率上升， 拨备覆盖率也面临下降

的问题，有些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拨贷比指标可

能突破监管红线。

券商分析人士指出， 最新披露的上市银行

2018年年报数据显示，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

纳入不良，对个别银行财务指标影响已经显现，

对全行业影响并不大。 如果进一步要求银行将

逾期6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 虽不会直接冲击

银行业盈利，但将导致商业银行计提更多拨备，

短期内将对银行财务指标产生负面冲击。

从已披露2018年年报的19家A股上市银行

来看，资产质量总体平稳。 截至2018年末，有13

家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下降，1家持平，5家

上升；15家银行拨备覆盖率较上年末有所提升，

4家下降。 （下转A02版）

5家公司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

□

本报记者 孙翔峰

9日，上交所网站显示，北京石头

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天瑞

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安恒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宝兰德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

石头科技主营业务为智能清洁机

器人等智能硬件的设计、研发、生产和

销售，主要产品为小米定制品牌“米

家智能扫地机器人” ， 以及自有品牌

“石头智能扫地机器人”“小瓦智能

扫地机器人” ， 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

收入30.51亿元。

海天瑞声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

数据资源服务商，公司业务领域涵盖智

能语音、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等人工智

能核心领域，全面服务于人机交互、智能

家居、智慧城市等多种创新应用场景。

安恒信息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

网络信息安全领域， 公司主营业务为

网络信息安全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

售， 并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网络信息安

全服务。

宝兰德软件是一家专注于企业级

基础软件及智能运维产品研发、 推广

并提供专业化运维技术服务的高新技

术企业。 公司为客户核心信息系统提

供包括应用运行支持、分布式计算、网

络通信、数据传输及交换、应用调度、

监控和运维管理等一系列基础软件平

台及技术解决方案。

山石网科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

网络安全领域前沿技术的创新， 提供

包括边界安全、云安全、数据安全、内

网安全在内的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

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全方位、更智能、零

打扰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11家上海本地科创板受理企业 2018 年经营数据

企业

2018年营业

收入（万元）

2018年营业收入

增速（%）

2018年归母

净利润（万元）

2018年归母

净利润增速（%）

2018年研发投入

占比（%）

2018年研发投入

金额（万元）

晶晨半导体

236,906.94 40.14% 28,253.09 261.80% 15.88% 37,629.31

安集微电子

24,784.87 6.64% 4,496.24 18.51% 21.64% 5,363.05

中微半导体

163,928.83 68.66% 9,086.92 203.72% 24.65% 40,408.78

博众精工

251,751.29 26.42% 32,300.63 301.80% 11.43% 28,799.35

晶丰明源

76,659.12 10.40% 8,133.11 6.85% 7.93% 6,081.72

聚辰半导体

43,219.22 25.69% 10,337.24 80.00% 12.06% 5,212.24

澜起科技

175766.46 43.19% 73,687.84 112.41% 15.74% 27,669.52

乐鑫信息

47,492.02 74.60% 9,388.26 219.63% 15.77% 7,490.00

申联生物

27,513.74 -8.92% 8,758.03 -11.25% 7.74% 2,128.74

优刻得

118,743.32 41.39% 8,032.33 4.54% 13.51% 16,047.99

美迪西

32,364.07 30.57% 5,897.51 46.79% 5.10% 1,651.57

平均值 109,011.81 32.62% 18,033.75 113.16% 13.77% 16,225.66

数据来源 / 相关企业招股书 制表 / 孙翔峰

11家上海本地科创板受理企业研发优势明显

□

本报记者 孙翔峰

目前， 上海本地企业在科创板受

理数量上居前列。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

理发现，11家上海本地科创板受理企

业，2018年平均归母净利润、 平均研

发投入费用等指标普遍高于57家申

请受理企业整体水平。 大型投资机

构、 券商等对这11家企业颇为关注，

澜起科技、 中微半导体等获得券商

“直投” 。

盈利能力较强

截至9日， 已有57家企业申报科

创板上市获受理。 从地域分布看，注

册地在上海的公司为11家，与北京并

列第一。

上海本地科创板受理企业盈利水

平处于较高水平。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

计了57家受理企业数据，2018年平均

收入为12.34亿元。上海11家企业2018

年营业收入规模平均数为10.90亿元，

和统计范围内的57家企业整体相比偏

低，主要是因为传音控股2018年收入

高达226.46亿元， 拉高了57家企业的

整体收入水平。

但是从盈利能力来看， 上海企业

整体水平较高。 57家企业2018年平均

归母净利润为1.36亿元。 而上海11家

企业2018年平均归母净利润为1.80亿

元，其中澜起科技2018年归母净利润

为7.37亿元。

2018年上海11家企业中仅有申

联生物净利润增速为负， 同比下滑

11.25%。 申联生物在招股书中表示，

公司已推出O型、A型二价合成肽疫

苗新型产品， 并采取加大市场开拓

力度、 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等一系列

措施。 但公司经营受到畜牧养殖行

业波动、 自身技术更新不及时或新

产品市场推广未达预期、 经营管理

不善等影响， 仍不排除存在业绩下

降的风险。

研发强度处于高位

“硬核创新” 是科创板醒目的标

签。 11家上海本地受理企业在研发投

入占营业收入比例整体较高，有8家企

业2018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超过10%，2家企业超过20%， 分别为

中微半导体和安集微电子。

如果考虑研发费用绝对值， 上海

本地企业的优势较明显。 中微半导体、

晶晨半导体、博众精工、澜起科技近3

年累积研发支出分别为10.37亿元、

8.54亿元、7.38亿元和6.63亿元，在57家

企业中排名居前列。（下转A02版）

视觉中国图片

贷款炒股？ 勿被忽悠

□本报记者 林荣华 赵中昊

随着A股赚钱效应日趋显现，各类与股票投资相关的推销电话有所

增多。除了配资、荐股，一些贷款中介公司也十分活跃。中国证券报记者

了解到，商业银行对个人信贷的审批和监管较为严格。 虽然部分贷款中

介公司声称能够应对监管限制，但业内人士指出，通过中介公司获取信

用贷款用于炒股风险很大，投资者千万不要被忽悠。

银行信贷监管严格

记者多方走访了解到，银行对信贷的审批和监管较为严格。 综合多

家商业银行的信贷产品信息来看，信用贷额度一般在50万元以内，期限

以3年居多，利率差异较大，审批通过后一般一周内到账。

“信用贷额度最高50万元，这是监管规定。期限一般为3年，优质客

户可以4年。 利率最低的可达年化7.2%，具体需看客户资质情况。 ” 某

商业银行业务人员介绍， 客户需拥有连续2年的公积金缴存记录才能

申请。

另一家商业银行则设置了更为严格的条款，客户工作单位必须在指

定的合作单位名录中才可申请信用贷。 “额度最高30万元，利率是基准

利率上浮30%，目前是年化5.655%。 ”该商业银行人士称。

信用贷的还款方式较为灵活，包括等额本息、等额本金、先息后本

等。“我们的信用贷产品还款方式只有等额本息，每月还利息，每年还一

次本金，循环3年。 ” 另一家商业银行的个贷经理表示。

在信用贷资金的使用上，存在直接用于投资和买房的可能性，因此

监管较为严格。 多家商业银行业务人员表示， 信用贷资金不可买房、炒

股，只能用于规定范围内的消费。 如果被抽查，则需提供合同、发票等凭

证，若存在违规使用情况，将被要求提前还款。 一位业务人员提示“买车

位是可以的” 。 另有业务人员建议，为避免借贷资金和个人资金在混用

时违规，客户可将贷款资金提现之后用于消费。

事实上，已有个别银行网点因此受罚。 青岛银保监局4月发布的行

政处罚决定显示，某银行青岛分行因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和房地

产市场、信贷资金被挪用、贷前调查不尽职，被罚90万元。 另一家银行青

岛分行因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被罚30万元。 青岛

银保监局作出上述处罚的时间均在3月初。

贷款中介“应对” 限制

对于商业银行信用贷款的种种限制，一些贷款中介公司声称能够帮

忙“绕开” 。

“信用贷额度可做到100万元。 有的银行有多款信用贷产品，申请多

个产品，资质好的话一家就可以批70万元，然后再找一家能提供30万元

额度的，这样就有100万元。 ”某贷款中介公司人员说。

利率方面，该中介公司提供的贷款较不少商业银行的信用贷低。 相

关人士表示，税后工资4000元，月息是1%，如果税后收入过万元、公积

金每月个人缴存额1000元以上，（下转A02版）

A02�财经要闻

粤港澳大湾区系列指数发布

9日，深交所全资子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联合工信部下属单

位赛迪研究院在第七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开幕式上，发布粤港澳大湾

区创新100指数（简称“湾创100” ），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系列指数正

式发布。 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广东省副省长覃伟中、深圳市市长陈如

桂、深交所理事长吴利军共同见证湾创100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