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

依法对5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

□本报记者 徐昭 昝秀丽

4月26日，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通报了证监会近日依

法对5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的相关情况。

高莉介绍称，近日，证监会依法对陈福泉短线交易“松芝

股份” 案作出行政处罚，对其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同时对陈福泉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依法对李建平内

幕交易“天夏智慧” 案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依法处理非法持

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408,711.55元，并处以1,226,134.65

元罚款；依法对张勇内幕交易“海翔药业” 案作出行政处罚，

没收其违法所得44,513,175.01元，并处以89,026,350.02元

的罚款。北京证监局依法对俞亮内幕交易“华北高速”案作出

行政处罚，没收其违法所得2,522,975.04元，并处以7,568,

925.12元罚款；上海证监局依法对张绍波内幕交易“匹凸匹”

案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其违法所得25,852,700.42元，并处以

77,558,101.26元罚款。

高莉表示，上述案件中，陈福泉作为松芝股份董事长，在

2014年1月10日至2016年6月15日期间，（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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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建议符合条件企业早做准备对接科创板

科创企业股权融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多位业内人士26日在由中国银行业

协会和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金融业

支持科创型企业发展研讨会” 上表示，银

行业作为我国金融业主动脉， 为缓解民

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支持科创企

业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融资方式

看， 科创企业股权融资仍有很大提升空

间。 在科创板推出进度超预期背景下，建

议符合条件的企业早做准备， 并与中介

机构加强学习， 确保高质量完成申报材

料、问询答复的制作和上报。

以兼并重组

为代表的投行业务大有作为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

表示，近年来，银行业不断转变服务模式

和创新融资方式，通过试点“投贷联动”

“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股权投

资基金”“科技成果引导基金” 等创新金

融服务模式， 为科创企业提供持续资金

支持。 截至今年1月末，高技术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7%，明显加速。

陕西银保监局局长许文表示， 经近

几年该局与辖内机构共同努力， 支持科

创企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截至去年末，

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217亿元，同比

增长11%。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22亿

元，同比增长14%。 全年专利权质押贷款

登记共516项，同比增长13%。 下一步，陕

西银保监局将完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

制，加大对科创企业支持力度，同时大力

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服务体系，运

用多种方式为科创企业直接融资提供配

套金融服务。（下转A02版）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共同开创共建“一带一路” 的美好未来

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

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

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共建“一带一路”

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也为中国开放

发展开辟了新天地。面向未来，我们要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

实现高标准、 惠民生、 可持续目标，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

开放举措，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将更广

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 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国际合作， 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

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

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开幕式。

上午9时35分许， 习近平和出席开幕式的

外方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 全场起立热烈欢

迎。韩正宣布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发表

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两年前，我们在这里举行

首届高峰论坛，规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蓝图。 今天，来自

世界各地的朋友再次聚首。 我期待着同大家一

起，共同开创共建“一带一路” 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目的

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

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

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首届高峰论坛的各项成

果顺利落实，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从亚欧大陆到非

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 为世界经济

增长开辟了新空间， 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

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

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 成为共同的

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 ，顺应经济全

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

要求， 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

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

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

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我们要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通过双边合作、三方

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聚沙成塔、积水成

渊。 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

排他的小圈子，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

资、绿色金融，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作，愿

同各方共建风清气正的丝绸之路。我们要努力实

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引入各方普遍支

持的规则标准，尊重各国法律法规，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

善民生，让共建“一带一路” 成果更好惠及全体

人民，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

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 ，关键是互

联互通。我们应该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中国将同各方继续努力，构

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 以中欧

班列、 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

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

络。 我们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投融资，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

益的目标。 我们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

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

展。 中方今年将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为各方进入中国市场搭建更广阔平台。我们

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 探寻新的增

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

绸之路，继续实施共建“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行

动计划。我们要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为发

展中国家营造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 帮助他们

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积极架设不

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 深入开展各领域人文

合作，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 历经70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立足本国国

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继续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步向前， 坚持全面深

化改革，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

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

第一，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 中国已

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

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

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并在更多领域允许外

资控股或独资经营。我们将新布局一批自由贸易

试验区，加快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我们将加快

制定配套法规，确保严格实施《外商投资法》。我

们将以公平竞争、开放合作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效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和效率。（下转A02版）

■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

■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

■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

■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

科创板受理企业净利润“亿元俱乐部” 扩容

□本报记者 孙翔峰

4月26日，上交所网站显示，龙岩卓

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科创板上市

申请获受理。 至此，科创板已受理企业

增至93家， 其中78家进入已问询状态。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阅卓越新能招股说

明书发现， 公司2018年归母净利润为

1.34亿元。 这样， 在科创板已受理企业

中，归母净利润“亿元俱乐部” 已有36

位成员。

招股说明书显示， 公司主营业务是

通过综合利用废油脂 （地沟油、 酸化油

等） 从事生物柴油及衍生产品———工业

甘油、生物酯增塑剂、水性醇酸树脂等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

卓越新能在招股说明书中表示，相

比欧盟主要利用菜籽油等生产生物柴

油，我国实行“不与人争粮” 的粮食安全

战略且面对植物油还需大量进口的国情

现实， 生物柴油主要以废弃动植物油脂

制取， 其技术发展无法完全参照国外技

术路线，必须通过自主创新。 在没有成熟

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 公司主要依靠

自主研发和技术难题攻关， 在生产实践

中不断优化和提高，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核心技术， 并有效地将其应用到公司各

类产品中。

目前，公司掌握了先进的生物柴油

技术并成熟产业化运用， 废油脂甲酯

化率达98%，在生物柴油及深加工产品

方面形成了13项核心技术和多项发明

专利。

易会满会见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本报记者 徐昭 昝秀丽

证监会网站4月26日消息，4月24日下午， 证监会主席易

会满会见了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 双方就深化内地与

香港资本市场开放合作，融合发挥两地优势，共同促进国家科

技创新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深入交换了意见。

易会满会见瑞士联邦主席

兼财政部长于利·毛雷尔

□本报记者 徐昭 昝秀丽

证监会网站4月26日消息，4月25日下午， 中国证监会主

席易会满会见了到访的瑞士联邦主席兼财政部长于利·毛雷

尔（Ueli� Maurer）一行。双方同意务实推进中瑞两国在金融

市场、行业、监管机构等多领域的互利合作，共同提升双方在

绿色金融、科技监管、跨境执法等方面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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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深交所服务

创新丝绸之路建设再进一步

26日，首届中印尼资本市场合作研讨会在印尼

雅加达成功举行。 本次活动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度

尼西亚证券交易所及相关金融机构共同举办。 深交

所理事长吴利军、印尼交易所董事克里斯蒂安·马努

朗、费斯里·哈迪出席会议，近100名金融机构代表

参与活动。 连同本周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泰国证

券交易所， 深交所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合作网

络已覆盖38个国家。

制表 刘宗根

制表 彭扬

受理企业名称 创投机构 “突击入股”时间

福光股份 远致富海、福州创投

2019

年

3

月

博瑞医药 红杉智盛、弘鹏投资、珠海擎石等

2018

年

11

月

红杉智盛、弘鹏投资、广发乾和等

2018

年

11

月至

12

月

热景生物 高特佳睿安

2018

年

11

月

云集财富

2018

年

12

月

方邦电子 黄埔斐君、嘉兴永彦

2019

年

1

月

小米基金

2019

年

3

月

万德斯 达晨创联、锋霖创投等

2018

年

11

月

紫晶存储 达晨创通、东证汉德、远致富海等

2018

年

11

月

安博通 光谷烽火、达晨创通

2018

年

11

月

澜起科技

Intel Capital

等

2018

年

11

月

硕世生物 华泰大健康一号和二号、道兴投资

2019

年

1

月

部分科创板受理企业机构“突击入股”情况

数据来源 / 上交所 制表 / 刘宗根

IC图片

部分科创板受理企业上演“突击入股”

机构人士：科创板投资并非稳赚不赔

□本报记者 刘宗根

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统计显示， 截至

4月26日，在93家科创板已受理企业中，有

超过25家企业在去年11月以来发生过股

权转让和增资扩股事宜，占比近三成。创投

机构是此轮“突击入股”主力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 目前科创板估值仍未

明确，“突击入股” 锁定三年，创投机构能

否赚钱存疑。设立科创板并试行注册制，使

资本市场估值体系发生改变， 投什么项目

才能保证基金不断获得高回报， 将成为创

投机构新的挑战。

受理当月入股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 部分科创

板已受理企业股权转让事宜发生在受理当

月。 例如，福光股份招股说明书显示，2019

年3月，中融投资分别向黄文增、远致富海

及福州创投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发行人股

权。 此次转让之后， 远致富海持有股份

1.79%、福州创投持有股份1.43%、黄文增

持有股份1.00%。 福光股份科创板上市申

请获受理日期为3月28日。

另有部分企业在受理前短期内发生

过多笔股权转让事宜并伴有注册资本增

加的情况。 例如，博瑞医药招股说明书显

示，2018年11月，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

4836万元，新增股东红杉智盛、弘鹏投资、

Giant� Sun、广发乾和、珠海擎石，增资价

格为67.20元/股。 2018年11月至12月期

间，公司共发生14笔股权转让事宜，受让

方包括红杉智盛、弘鹏投资、隆门投资、广

发乾和等。

此外，达晨创投、远致富海等部分创投

机构过去6个月不止入股了一家科创板已

受理企业，不过，有时属原股东进一步增持

的情况。 例如， 万德斯招股说明书显示，

2018年11月23日，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原股东达晨创联以

2000万元认购106万股， 仁爱企管以1000

万元认购53万股，新股东锋霖创投、安元创

投、新农基金、天泽投资等也参与了认购。

紫晶存储招股说明书显示，2018年12月8

日，董事会同意向达晨创通、东证汉德、远

致富海等7名投资者发行2380万股普通股

票， 公司注册资本从1.19亿元增加至1.43

亿元。 2018年11月，达晨创通还参与了安

博通的股权转让事宜。

一位北京某中型VC机构创始合伙人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