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批准

郑商所开展红枣期货交易

□本报记者 徐昭 昝秀丽

12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证监会近日批准郑

州商品交易所开展红枣期货交易，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时间为4

月30日。

常德鹏介绍，红枣是我国特色农产品，也是落实脱贫攻坚

战略和支援新疆地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其种植和销售涉及千万

农户的切身利益。近年来，我国红枣产量不断增加，价格波动幅

度较大，对相关农户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较大影响。 开

展红枣期货交易， 可为市场提供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工具，促

进红枣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和新

疆经济社会发展。

常德鹏强调，证监会将督促郑州商品交易所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确保红枣期货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

中介机构掘金科创板责任当先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赵中昊

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

介机构服务科创板受理企业的情况来

看，中介机构头部效应凸显，部分中小

中介机构也崭露头角。 各大中介机构对

开拓服务科创板业务新蓝海抱有极强

预期。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板更重视发行

人、中介机构出具的上市申请文件及所

披露信息的充分性、一致性和可理解性，

并交由市场来进行价值判断，注册制下

中介责任更加强化。

头部效应凸显

从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科创板受理企

业的情况来看，截至4月12日，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服务项目最

多，共13家，占比20%；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 共10家， 占比超

15%，位居第二。

从律师事务所服务科创板受理企业

的情况来看， 国浩律师事务所服务项目

共11家，占比近17%，排名居首；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所服务项目共6家， 位居第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

律师事务所均以服务项目5家的数量并

列第三。

北京某律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律

师介绍， 从符合科创板定位要求的拟上

市企业储备情况来看， 传统证券大所更

具优势，占较大市场份额。 不过，就科创

板受理情况来看， 部分中小规模律所也

参与多单科创板申报， 分享科创板法律

服务市场新机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科创板

的推出， 对大所和小所都提供了新的

平台和同场竞技机会。 对于大所而言，

可以更好发挥原有技术、资源、品牌和

人员优势，更好地服务和引导客户；对

小所而言，可以凭借地区优势资源，突

围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服务科创板受理企业的市场份额并不

高。其中，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4家，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3家，普华永道中天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家，共计9家，

总占比不足14%。 业内人士表示，这或与

其费率较高有关， 相较国内会计师事务

所，“四大”在价格上不占优势。

强化中介责任

某律所资深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注册制下，中介执业的空间大了，

但核查要求更高，挑战更大。此前上市制

度下，（下转A02版）

逾50家受理企业做出股权激励安排

制度创新打造科创板“金手铐”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张玉洁

股权激励制度通常被称为公司高管和

骨干人员的“金手铐” 。“科创板充分借鉴境

外成熟市场做法，大幅优化现有股权激励制

度，充分契合科创板企业特点，点燃了相关

企业实施激励计划的热情。近期，多家科创板

拟上市企业咨询股权激励计划相关问题。 ”

12日，荣正咨询高级合伙人、副总经理桂阳

说。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目前科创板受理

企业中，超过50家存在员工持股计划等股权

激励安排。

覆盖面广

某大型券商投行人士称，现行规定下，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底价有具体规定。 而科创板

在相关定价方面只要求说明定价依据及定价

方式。激励对象的人员范围更加广泛，允许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东、实控

人以及他们的近亲属成为股权激励对象。

“当然这是有条件的， 就是这些人需在上市

公司担任主要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等。 ”

该人士说。

该人士还表示：“过去企业IPO前做股权

激励要么耗费大量资金，形成费用；要么形成

股份支付， 影响当期净利润。 而科创板IPO

时，高管、核心员工可通过专项资管计划参与

战略配售，这为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开支。 ”

其他创新方面，桂阳称，相关规定明确科

创板拟上市企业可存在首发申报前制定的期

权激励计划，并在上市后实施。这意味着持股

员工带着期权过会并且发行， 可以在上市后

继续实施，无需清理。 此外，相关规定采用将

符合要求的员工持股计划视为一名股东的宽

松认定方式， 使一些员工激励计划覆盖人数

较多的公司能够符合上市公司股东数量不超

过200人的规定。

多位资本市场人士表示， 科创板鼓励上

市的行业大多属于人才和技术密集型， 股权

激励是科创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

才的重要手段， 也是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

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

拟申请科创板上市企业引入股权激励计划。

持股比例大

从已披露招股书的科创板拟上市企业激

励计划的细节看， 不少公司对员工的激励相

当慷慨，持股比例较高，个别计划持股比例接

近20%。

杰普特、瀚川智能、安博通等多家公司的

员工持股平台位列第二大股东。 杰普特旗下

同聚咨询为员工持股平台， 直接持有公司

22.59%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仅次于控

股股东黄治家28.66%的持股比例。 安博通旗

下崚盛投资是公司实施员工持股方案而设立

的合伙企业，持股18.76%，位列第二大股东。

一些曾经设立VIE架构的公司， 或者存

在境外员工的公司，设立了境内、境外两个员

工持股平台。以山石网科为例，公司设立了山

石行健、山石合冶、山石大风、山石器识、山石

载物、山石水归6个境内持股平台，以及Hill-

stone� Management、Hillstone� Invest-

ment两个境外持股平台，境内境外平台持股

比例分别为8.56%和1.5%。

海尔生物等多家公司采用了期权授予计

划。 2017年6月30日，海尔生物股东会通过了

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宜的决议， 同意在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10%的范围内向公司核心人员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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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主持召开保险机构座谈会

保险业要严守定位回归本源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程竹

银保监会网站12日消息，11日，人民银行党

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赴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并主持召开保险机构

座谈会。

会议指出，近年来，保险业紧紧围绕服务实

体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整治市场

乱象，努力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业务结构和质

量逐步改善，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有所提升，各项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要看到，保险业公司

治理结构仍然不够规范， 内控机制需要进一步

加强，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迫切需

要进一步提高， 全行业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任务

依然十分艰巨。

会议要求，保险业要严守定位，回归本源，

转型发展，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导向，坚

守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基本属性。 要把

服务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作为着力点，将治理

市场乱象作为有力抓手，将深化改革开放作为

基本动力。 加快调整机构体系、 市场结构和产

品结构，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努

力推进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降低运营成本，提

升服务质效。 不断改善客户体验， 增强社会的

满意度。

科创板受理企业增至72家 32家被问询

□本报记者 孙翔峰

12日，上交所网站显示，北京航天

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宜

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特

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沃尔德金刚石

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诺康达医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科环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7家企业的科创板上市申请

获得受理。 截至目前，科创板已受理72

家企业。 当日，上交所还新增问询申联

生物、聚辰股份、当虹科技、龙软科技、

博众精工5家企业。 截至目前，共问询32

家企业。

招股说明书显示， 航天宏图是国内

领先的遥感和北斗导航应用服务商，致

力于卫星应用软件国产化和微信应用产

业化， 研发并掌握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基础软件平台和核心技术， 依托

平台为政府、军队、企业提供系统设计开

发和数据分析应用服务。

天宜上佳是国内领先的高铁动车组

用粉末冶金闸片供应商， 报告期内主要

从事高铁动车组用粉末冶金闸片及机

车、 城轨车辆闸片、 闸瓦系列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华特气体是一家致力于特种气体

国产化， 并率先打破极大规模集成电

路、 新型显示面板等尖端领域气体材

料进口制约的气体厂商， 主营业务以

特种气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核心，

辅以普通工业气体和相关气体设备与

工程业务， 提供气体一站式综合应用

解决方案。

沃尔德主要从事超高精密和高精密

超硬刀具及超硬材料制品的研发、 生产

和销售业务。 公司重点产品包括各类超

高精密及高精密的超硬刀具、CVD金刚

石等超硬材料制品。

诺康达是一家专注于药物制剂研究

的药学研发高新技术企业， 致力于辅料

创新的药物输送系统平台研究。 主营业

务包括基于上述平台为各大制药企业、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提供药学研究等技

术研发服务业务和以创新制剂、 医疗器

械及特医食品为主的自主研发产品的开

发业务。

国科环宇是一家航天关键电子系统

解决方案提供商，是我国载人航天、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关键电子系统的核

心供应商。

凌志软件主要面向日本客户提供软

件开发服务， 同时为国内证券业提供金

融软件解决方案， 核心业务为提供金融

科技领域的技术和产品解决方案。

一季度金融数据超预期

短期降准概率下降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12日公布数据，新增信贷、社会融资、M

2

等

数据超预期，宽信用政策效果凸显。多位专家表示，当前市场流

动性合理充裕，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信贷有所改善，金融支持

实体经济力度明显增强。 预计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基调，短

期内降准概率降低，中期仍有可能。 未来将更关注政策传导的

通畅性和“价”的合理，不断推进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低。

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

“需求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 企业部门信贷增量较为明

显。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这说明前期一系列逆

周期调节的政策，以及财政、投资方面积极推动需求的政策已

开始见效。从银行来说，经过此前五次降准，信贷投放能力得到

提升。需求和信贷投放两者结合，同时风险偏好有所上升，才有

了一季度金融数据超预期的现象。

从新增人民币贷款看， 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5.81万亿

元，同比多增9526亿元。其中，3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9万亿元，

同比多增5777亿元。

信贷结构也有所改善。连平认为，在信贷投向结构上，一季

度新增5.81万亿元贷款中，2.57万亿元投向企业部门中长期贷

款，1.38万亿元投向居民部门中长期贷款。 一季度流向企业部

门的信贷融资占比达到77.1%，较去年同期的61.6%大幅提升，

显示出2019年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明显增强。 未来仍不

能忽视居民中长期贷款的变化情况。

对于3月居民新增短期贷款的快速增长， 连平表示：“短

贷的用途要加以关注。 有些金融机构发放对居民的短贷，在用

途上或没有很好地加以把握， 部分居民或将这笔钱拿去投资

或买股票等。 尤其是1月以来股市趋于好转，可能吸引一些投

资者。 ”

社融方面， 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8.18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2.34万亿元。招商银行研究院资本市场研究所所

长刘东亮表示，一季度社融大幅超预期，一方面显示前期政策

效果显著，另一方面或显示总需求已触底，预计宏观经济企稳

的时间有望提前至二季度，市场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将得到持续

改善。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从结构上看，表内信贷、表

外融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投放和发行加快，推动社融规模放

量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下，地方专

项债发行提速，3月发行2532亿元，同比多发1870亿元。

M

1

与M

2

同时反弹

值得注意的是，3月M

1

与M

2

明显反弹。 3月末， 广义货币

（M

2

）余额188.94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

和上年同期高0.6个和0.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

1

）余额54.76

万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上月末高2.6个百分点，比上年

同期低2.5个百分点。

连平表示，3月M

2

明显反弹除信贷超预期增长因素外，整

个宏观流动性处于适度充裕水平。 在预期偏松的流动性环境

下，金融机构资产端配置积极性愈来愈高，信用创造能力也就

更强。 年初金融机构配置债券动机较强，股市回暖使得机构参

与权益类资产配置的积极性增加。 促成M

2

增速大幅反弹0.4个

百分点的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减税政策逐步落地后，财政发力

效果逐渐体现。

此外，M

1

M

2

差值较上月收窄，企业现金流继续改善。 摩根

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在当前基础货币供给

维持宽松的态势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力度在二季度可能继续

好转，随着政策向实体经济的进一步传导，预计M

2

和M

1

增速

将继续改善。（下转A02版）

公司简称 股权激励实现方式 共计持股比例 备注

当虹科技 部分核心员工通过大连虹途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55%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中微公司 核心人员通过境内外数个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股以及

8

名自然人直接持股

19.63%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海天瑞声 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两个主体间接持股

22.75%

安恒信息 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两个主体间接持股

18%

制表/张玉洁资料来源

/

相关公司招股书 （截至

4

月

12

日）

股权激励计划持股比例较高的科创板受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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