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大券商看市：牛市第二阶段开启

沪指2月11日突破半年线，16日创出本轮反弹以来新高， 并成功突

破3250点压力线。 从技术角度看，突破3250点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

在此节点，各大券商、机构对行情的推动力、演变节奏及结构有哪些看

法？中信证券、华泰证券、海通证券、国信证券等十大券商观点认为，对比

2015年，目前A股将进入牛市第二阶段。 新一轮科技浪潮下，在各细分

领域真正的稀缺科技龙头中，不排除一批10倍超级牛股的诞生。

A07�市场新闻

证监会：坚定不移

打击违法违规场外配资行为

□本报记者 徐昭

针对“媒体报道场外配资平台海南贝格富科技有限公司疑似跑路”

相关问题，证监会新闻发言人16日表示，证监会高度关注资本市场场外

配资情况，坚定不移打击违法违规的场外配资行为，坚决维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和资本市场正常秩序。

发言人表示，证监会已关注到相关报道，并在第一时间组织核查。经

查，海南贝格富科技有限公司不具备经营证券业务资质。目前，公安机关

已接到多名投资者报案，反映海南贝格富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以场外配资

为名实施诈骗。证监会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积极配合案件查处，严

惩不法分子。

证监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所谓的场外配资平台均不具备经营证

券业务资质，有的涉嫌从事非法证券业务活动，有的甚至采用“虚拟盘”

等方式涉嫌从事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请广大投资者提高风险防范意

识，远离场外配资，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如因参与场外配资被骗，请及时

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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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春雨”落地

复苏经济滋养民生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进入4月， 随着小微企业按季申报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月申报

“大征期”到来，减税降费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记者走访发现，减税为制

造业企业带来大量现金流，许多小微企业“久旱逢甘霖” ，高新技术行业

更是感叹“好雨知时节” ，将迎来蓬勃发展。税务部门多措并举打通“最

后一公里” ，确保减税“春雨”润及全国。

制造业全方位“解渴”

“今年以来的减税政策可以为我们企业省下约1.1亿元。 ”万帮新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谢云给记者算了一笔减税账，“整个集团

分为金之星车业集团、新能源投资集团。大大小小的账目算下来，新能源

板块减税规模达3000万-4000万元，传统板块则约六七千万元。 其中最

大的是增值税部分，从16%降低到13%，能为新能源板块带来1200万元

左右优惠，为传统板块带来5400万元左右的巨大税负优惠。 ”

中科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是坐落在无锡市的集成电路重点企

业。 该公司财务部部长樊静表示，此轮减税新政让企业今年在增值税、

所得税方面共可减税约1300万元。 其中，增值税税率下降可为公司减

税450万元左右， 此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升至75%扩大

到所有企业，500万元以下固定资产一次性税前扣除等政策，也将为企

业减税近900万元。 此外，新个税法全面实施，公司员工整体降税比例

将达58%。

增值税的减税红利能够通过市场优先配置到高效率的主体，进一步

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对于这些高科技、新能源企业来说，减税政策连番

出台正如“好雨知时节” 。本来就有相关发展规划，减税为企业提供了现

金流，让他们在发展路上可以走得更好、行得更远。而对于传统制造业尤

其是小微企业来说，减税则是“久旱逢甘霖” 。

求实特种模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传统机械制造企业，在年初小微企业

“扩围” 政策当中刚好转入小微企业范畴。 公司总经理杨定杰向记者介

绍，为抢占市场，每年都要投入约300万元引进、改造设备。 近年来，原材

料成本、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压缩了这家传统企业的盈利空间，使之一度

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企业利润已经压缩到极限了。 ”

“今年年初成为小微企业后， 我们企业所得税纳税额降幅超过

70%，从去年的约35万元到今年的9万元，省下了约26万元。 基层税务部

门在小年夜前一天就马上来给财务人员做培训，对我们来说真是久旱逢

甘霖！ ”杨定杰介绍，增值税减税也可以降低48万元左右，两项合计总体

减税约70多万元。

“在债务结构层面， 增值税减税能显著改变企业负债的期限结构，

降低流动负债占比，提高长期负债占比，且私企、中小企业对这一作用更

加敏感。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下转A02版）

第一届科创板上市委成立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交所4月16日消息，第一届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成立大会近日在上交所交易大厅举行， 科创板

上市委全体委员、驻会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证监

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上交所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

议。 会上，上交所有关负责同志宣读了关于成立第一

届科创板上市委的决定，向委员颁发了聘书。

上交所此前公布了第一届科创板上市委委员名

单。 据上交所介绍，第一届上市委由38名委员组成，

委员来自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高校、市场机

构、证监会系统相关机构，以兼职为主，委员来源分

布广泛，有充分的代表性，具有履行职责所要求的任

职资格。

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相关负责人要求， 科创板上

市委委员应坚持“四个必须”“一个合力” ，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发挥专业作用；坚持立足国情，尊重

规律，坚持规律，遵循规律；坚持严标准、稳起步，牢

牢把握科创板定位； 加强学习， 提高专业素质和能

力，做复合型专家；树立规矩意识，严守底线。

驻会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要求， 科创板上市

委委员应清醒认识金融反腐高压态势、 会党委和驻

会纪检监察组的决心以及自身手中的权力， 自觉接

受上交所党委、纪委、证监会发审监察委和社会的监

督；牢牢树立大局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及时转变身

份定位，严格遵照执行规章制度；发挥专业特长，坚

持职业操守，独立发表审核意见；加强自我约束，严

守廉政底线。

科创板上市委委员表示， 作为上市委委员参与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工作， 使命光荣、 责任重

大，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守工作纪律、积极发挥

专长、认真公正履职，不辜负各方的信任和期待。

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指出，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根据当前世界经济

金融形势， 立足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 是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资本市场

基础制度的重大举措， 是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

济、增强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的包容性、支持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的重大举措。 在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的制度体系中，（下转A02版）

公司简称 融资金额（亿元）

中国通号

105.00

优刻得

47.48

华熙生物

31.54

传音控股

30.11

和舰芯片

25.00

澜起科技

23.00

视联动力

18.30

科前生物

17.47

容百科技

16.00

晶晨股份

15.14

石头科技

13.02

紫晶存储

12.10

安翰科技

12.00

木瓜移动

11.76

虹软科技

11.32

苑东生物

11.13

博众精工

11.03

方邦电子

10.58

乐鑫科技

10.11

金达莱

10.09

华兴源创

10.09

天准科技

10.00

海尔生物

10.00

中微公司

10.00

光峰科技

10.00

杰普特

9.73

嘉元科技

9.69

南微医学

8.94

山石网科

8.94

新光光电

8.76

天奈科技

8.70

柏楚电子

8.35

世纪空间

8.08

微芯生物

8.04

西部超导

8.00

恒安嘉新

8.00

创鑫激光

7.64

安恒信息

7.60

利元亨

7.45

聚辰股份

7.27

海天瑞声

7.25

晶丰明源

7.10

中科星图

7.00

铂利特

7.00

广大特材

6.90

福光股份

6.51

心脉医疗

6.51

天宜上佳

6.46

普门科技

6.32

特宝生物

6.08

威胜信息

6.05

当虹科技

6.00

鸿泉物联

5.82

航天宏图

5.67

交控科技

5.50

杭可科技

5.47

瀚川智能

4.68

华特气体

4.50

申联生物

4.50

睿创微纳

4.50

诺康达

4.37

泰坦科技

4.15

沃尔德

4.07

江苏北人

3.62

博瑞医药

3.60

卓易科技

3.50

美迪西

3.47

贝斯达

3.38

国科环宇

3.32

佰仁医疗

3.22

国盾量子

3.04

安集科技

3.03

安博通

2.98

热景生物

2.88

联瑞新材

2.85

宝兰德

2.84

赛诺医疗

2.67

凌志软件

2.65

龙软科技

2.55

科创板股票发行承销指引出炉

跟投比例2%-5%�锁定期两年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交所4月16日发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简称 《指引》）。 《指

引》基于证监会《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的框架基础，按照市场

主导、强化约束的原则，对科创板股票发行中战略投

资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定价配售程序等作出明确

规定和安排。

跟投比例分档确定

《指引》 对科创板企业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做

出规范，支持科创板发行人有序开展战略配售。 《指

引》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差异，限定了战略投

资者家数， 并从概括性要素与主体类别两方面设置

了条件资格，并明确禁止各类利益输送行为。

《指引》明确了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

为落实 “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

度” 的规定，贯彻资本约束要求，促进保荐机构尽职

履责，《指引》明确参与跟投的主体为发行人的保荐

机构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

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承诺认购的规模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2%-5%的股票。 具体跟投比例根据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发行规模不足

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

元；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

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发行规模20亿元

以上、不足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

币1亿元；发行规模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

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指引》明确，跟投股份的锁定期为24个月，期限

长于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外的其他发行前股东

所持股份。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未按照《指引》及其

作出的承诺实施跟投的，发行人应当中止本次发行。

“绿鞋”不超首发15%

《指引》规定了科创板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安排。

为引导承销商在定价中平衡兼顾发行人与投资者利

益，促进一级市场投资者向更为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指引》规定，承销商向获配股票的战略配售者、网

下投资者收取的佣金费率应当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合

理确定。 （下转A02版）

跟投有利于

增强定价合理性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交所4月16日发布的《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业务指引》（简称《指引》），对科创板股票发行承销

相关事项，特别是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引入战

略投资者等，做出了规范。 上交所表示，科创板企业

发行跟投主体明确为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母公司依

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主要考虑其合规性、操作

性、包容性三方面。

IPO和二级市场定价合理性增强

上交所表示， 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跟投” 制度。 “跟投” 主体明确为保荐机构或保荐

机构母公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主要考虑

其合规性、操作性、包容性三方面。 从合规性要求来

看， 另类投资子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完全为自有资

金。 从操作性要求来看，据统计，目前境内共98家保

荐机构，其中59家已设立另类投资子公司。 其他绝大

部分保荐机构已申请设立另类投资子公司。 从包容

性来看， 考虑到极个别保荐机构因特殊原因无法以

另类投资子公司形式跟投的情形， 允许其通过中国

证监会和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方式跟投， 同时遵守相

关规定和监管要求。

上交所强调，关于跟投规模，主要考虑资本约束效

力、 保荐机构承受力和科创板健康发展需要之间的平

衡，须坚持风险收益匹配原则、统筹协调原则。 如果跟

投制度产生系统性风险，将不利于科创板市场发展和

证券行业发展。 经征求意见和研究评估，市场主要机

构普遍认为跟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规模2%-5%较为

合理。 在2%-5%区间内按发行规模分档设定跟投股份

比例，并规定单个项目的跟投金额上限，能够避免跟投

比例“一刀切”的弊端，减轻保荐机构跟投大型IPO项

目的资金压力和市场波动风险。（下转A02版）

受理企业增至79家 首现百亿融资计划

对标上市同行显雄心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4月16日，上交所受理中国通号、普门科技两家企业科创板

上市申请，至此科创板已受理企业达79家。 其中，中国通号105

亿元的融资金额为79家中最高。

据不完全统计，79家科创板“种子选手” 背后对标的A股上

市公司数量达200多家。 招股说明书显示，科创板拟上市企业在

行业定位、 行业布局等方面显示出高标准对标同行甚至是领先

同行的“雄心” 。

对此，市场人士认为，科创板已受理企业中，部分企业事实

上已是相关行业和细分领域的“领头雁” ，更有不少企业属于行

业新兴成长的“后起之秀” 。 科创板企业高标准对标同行，显示

出相关企业的优良质地和战略雄心，有望成为优质投资标的。

融资总额近800亿

数据显示，79家已受理企业融资总额799.47亿元，项目平均

融资金额为10.12亿元。

其中， 中国通号105亿元的融资金额创下科创板已受理企

业的新高，远高于位列第二的优刻得47.48亿元的融资金额。 这

也是科创板已受理企业中，首次出现百亿级别的融资金额。

中国通号是全球领先的轨道交通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2016年-2018年三年公司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8.35亿元、

30.92亿元、32.95亿元。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对标的竞争对手包

括铁科院、和利时、交控科技、阿尔斯通、西门子、日立、庞巴迪等。

某券商大交通行业分析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中国通号

绝对是所在行业的‘巨无霸’ ，是国内相关产业公司中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企业之一， 其对标的竞争对手多是国际知名行业巨头。 此

次，拟在科创板上市并进行百亿级别融资，显示出公司对科创板的

重视，也是科创板目前为止最大的融资项目。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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