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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严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

本报记者 徐昭 昝秀丽

6月5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下一步

将继续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的执法力度， 促使上市公司及大股东

讲真话，做真账，及时讲话，牢牢守住“四

条底线” ，不披露虚假信息，不从事内幕

交易，不操纵股票价格，不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各类中介机构归位尽责，净化市场

生态，努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巩固好实

体经济“基本盘” ，为建设一个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保

驾护航。

证监会介绍， 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违法行为类型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财务欺诈行为，如欣泰电气为

骗取发行核准，在发行申请文件中实施

财务欺诈，虚减应收账款3.81亿元，虚增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41亿元；部

分上市公司开展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

交易标的为谋取交易高对价实施欺诈，

如九好集团虚增收入2.66亿元、 虚构银

行存款3亿元， 保千里电子通过虚假的

意向性协议虚增评估值，金英马隐瞒担

保事项等；大智慧、雅百特、金亚科技、

昆明机床等公司操纵定期报告财务报

表，或在未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提前确认

收入，或通过伪造合同、银行单据、材料

产品收发记录、隐瞒费用支出等方式虚

增利润，或通过跨期确认收入、虚计收

入和虚增合同价格等方式虚增收入，或

通过虚构工程项目和贸易的方式虚增

收入等。

二是未依法披露关联关系及关联交

易， 如方正科技未依法披露其与各经销

商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发生的432.8亿元

关联交易， 庞大集团未依法披露其与关

联方之间合计金额24.56亿元的多笔关

联交易， 华泽钴镍未依法披露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合计金额54.14亿元

的关联交易情况等。

三是未依法披露股东权益变动情

况， 如慧球科技未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

对公司控制情况， 匹凸匹未如实披露实

际控制人变更事项， 任子行未依法披露

实际控制人代他人持有股份等。

四是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误导性陈

述，如长生生物披露的子公司产品有关

情况存在误导性陈述，安硕信息披露的

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信息与事实不符，

具有较大误导性，万家文化所披露的龙

薇传媒收购事项的确定性存在误导性

陈述，匹凸匹在未经营金融服务领域相

关业务的情况下披露更名系列公告，误

导投资者对公司前景、 公司价值的判断

等。（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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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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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科创主题基金4只将启动比例配售

均可参与科创板IPO战略配售 基金公司配置豪华投研团队

□

本报记者 万宇 李良 徐金忠 余世鹏

6月5日，在科创板上市委召开首次

审议会议的同时，第二批科创主题基金

粉墨登场。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券商、银

行等渠道了解到，虽然第二批科创主题

基金与第一批相比， 销售情况略显平

淡，但5只科创主题基金中有4只在一天

内募集超过10亿元，提前结束募集，将

启动比例配售。

多只基金提前结束募集

6月5日，第二批5只科创主题基金

开售， 它们是富国科创主题3年封闭式

基金、万家科创主题3年封闭式基金、广

发科创主题3年封闭式基金、 鹏华科创

主题3年封闭式基金和华安科创主题3

年封闭式基金。

4月底，第一批科创主题基金发行，7

只基金都在一天内售罄， 合计募资超千

亿元，都采取比例配售。 与第一批科创主

题基金销售时的火爆相比， 第二批科创

主题基金销售略显平静。“横向比较的

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华南某券商人士

透露。 某银行广州分行一名工作人员表

示，第一批科创主题基金发售时，几个小

时即售罄；第二批到当日下午，投资者还

可以从他所在的银行进行申购。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有4只科

创主题基金一天内募集超过10亿元，

分别是：鹏华科创主题3年封闭、富国科

创主题3年封闭、 华安科创主题3年封

闭、广发科创主题3年封闭，其中募集金

额最多的基金超过20亿元。 这4只基金

都将提前结募并启动比例配售。

公募基金人士指出，此次科创主题

基金发售情况不及上次主要有三方面

原因： 一是此次发售的5只科创主题基

金均为3年封闭式基金， 锁定资金时间

较长； 二是进入5月以来，A股持续调

整， 影响了部分投资者风险偏好；（下

转A02版）

配置价值凸显 “主力军”重返A股

□

本报记者 吴瞬

近几日交易数据表明，外资、公私募、产业资本等市场“主力军” 正

在重返A股。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A股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整体估值较

历史和国际都更便宜。

“磨底” 中现转机

年初“快牛” 行情之后的调整主要分两个阶段：从4月中下旬到5月

上旬的快速调整，再到目前的横盘震荡。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5月

北向资金净流出536.71亿元， 创历史最高纪录；5月产业资本持续净减

持，规模为59.27亿元。

同时，公私募整体仓位出现下降。 公募基金方面，4月中旬股票型和

混合型基金平均仓位89.53%和69.15%， 在5月末时， 这一数据分别为

89.28%和67.49%；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从私募仓位来看，目前股票策

略型私募基金的平均仓位为62%，相比上个月同期的74.09%，环比下降

超过12个百分点，基本回落至年初水平。

“上证指数从年初的2400点冲上3200点，‘快牛’ 适度调整是必要

的。叠加外部不确定因素，市场观望和谨慎情绪导致资金获利离场，尤其

是外资中的部分投机资本表现得较为明显。 ” 深圳一位私募人士说，虽

然短期投机资金离开，但更多看到A股价值的资金留了下来，保留着对

市场的一份憧憬，这从私募的增减仓数据就可略知一二。相关统计显示，

19.05%的私募目前处于满仓状态，空仓的占比非常低，只有2.86%的私

募基金处于空仓状态，其他大部分私募以半仓为主。

在“磨底”过程中蕴藏着转机。 6月以来的3个交易日上证指数跌幅

极为有限，6月5日仅微跌0.03%，A股正在企稳。

主力资金重返A股

在A股震荡乃至不断企稳过程中，前述一些市场“主力军” 正重返

A股。以北向资金为例，在5月整体净流出536.71亿元的背景下，6月3日、

4日、5日北向资金全部实现净流入， 分别为44.07亿元、10.64亿元和

30.58亿元，合计金额高达85.29亿元。

华创证券分析师徐驰指出，当前A股面临MSCI扩容以及“入富” 两

大利好。“目前跟踪全球指数和全球新兴市场指数的被动基金中，60%以

MSCI指数为基准，40%以富时指数为基准。 A股‘入摩’‘入富’将带来

潜在增量的海外资金，也是A股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三季度面临千

亿元级别增量外资提振市场情绪，或是下一阶段反弹的核心驱动因素。 ”

除北向资金， 私募排排网的调查显示，6月23.81%的基金经理打算

加仓；69.52%的基金经理选择维持现有仓位不变， 以应对市场变化；其

余占比很少的基金经理可能有减仓计划。其中主要原因可能是目前私募

基金的仓位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市场调整到位，私募可能有一定的加仓

动作。

在其他层面，更多“主力军” 或许也将陆续进场。 长城证券表示，

2018年以来，监管层频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保险、银行理财、社保基金

和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入市，发挥其稳健的投资优势，为市场提供优质

长期资金，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配置价值凸显

“主力军” 重返A股自然是看到了其内在价值。 在市场逐步企稳的

当下，A股的韧性凸显，其在全球市场的配置价值不容忽视。

清和泉资本表示，当前A股具有中长期配置价值，沪深300的PE不

足12倍，上证50的PE低于10倍，全A指数的PE估值不足17倍，综合来看

分位数均处于20%左右。

“考虑调整之后市场的估值水平， 目前中国蓝筹股的估值比美国、

欧洲、日本都便宜，比印度便宜50%多。 在MSCI等海外大型指数逐渐调

高A股权重的大背景下，A股吸引力会越来越大。 市场未来会有较多结

构性投资机会。 ”丰岭资本董事长金斌坦言，其对未来依然偏向乐观。

金斌表示会重点关注三个方向：一是各行业中最优秀的公司，由于

市场原因，这类公司的股票价格已接近甚至低于重置成本；二是A股市

场被错误定价的行业和公司；三是基本面有边际改善的公司。

国务院部署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

将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

□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5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按照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要求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向深

入的措施；部署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

品有效供给， 要求全面做好防汛抗旱工

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为进一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更大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会议确定了把“双创” 引向深

入的措施。一是发挥“双创”支撑就业的

重要作用，提供更多适应高校毕业生、退

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的岗位。 深

化“放管服” 改革，制定《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 降低创业创新成本。 二是发挥

“双创”促进科技创新的独特作用。 支持

“双创” 示范基地在科研立项实施、成果

确权和转化等方面先行先试。 加快落实

研发费用按75%比例税前加计扣除的政

策，并研究加大政策力度。三是支持打造

“双创” 平台， 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 完善股权、薪酬等激励机制，促进各

类企业协同创新。 四是推动“互联网+”

升级。 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拓展“互

联网+” 在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领域

的应用。五是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小微企

业融资实际利率和综合成本，将小微企

业不良贷款容忍度从不高于各项贷款

不良率2个百分点放宽到3个百分点。

鼓励风投、创投加大对“双创” 的支持

力度。支持创业孵化机构、创投企业发债

融资。

会议指出，抓好农业生产、保证农产

品充裕供给，是稳物价、稳预期、保民生

的重要基础，对应对当前复杂形势、促进

扩大消费、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

意义。一要抓好粮食夏收和收购工作，加

强夏种夏管，夯实秋粮生产基础。针对今

年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危害较大情况采

取有力措施加强防治。 二要抓好非洲猪

瘟疫情防控和生猪生产恢复工作， 鼓励

补栏增养。 加强禽肉、牛羊肉等生产，多

举措增加肉类供应。 三要抓好大豆等油

料生产， 保障水果蔬菜等鲜活农产品供

应，稳定价格水平。

会议听取了当前防汛抗旱工作汇

报， 强调防汛抗旱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现在已进入主

汛期，防汛抗旱任务艰巨，一要立足防大

汛、抗大旱，加强国家防总统一指挥，各

地要层层压实已确定的属地责任、 落实

行政首长负责制，各部门要衔接有序、形

成合力。 二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做好资

金、物资、抢险队伍等准备，科学调度防

洪工程，确保大江大河、重点水库等安全

度汛，严密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台风

和城市内涝灾害。排查病险水库、地质灾

害等隐患，做好转移避险预案。 三要指导

旱区做好应对方案，落实抗旱措施，保障

生产生活用水。

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 草案

强化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者的责任， 完善

排污许可制度， 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会议决

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数据来源：上交所网站及相关公司招股书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王力

上市委首秀 三公司全过会

下周两批6家公司候场 审议会议节奏料加快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6月5日， 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召开2019年第1次审议会

议， 同意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上市。

据上交所同日公布的 《科创板

上市委2019年第1次审议会议结果

公告》，在当日审议过程中，针对微

芯生物报告期内2016年至2018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502.60万元、

1130.00万元、1897.61万元，上市委

要求发行人结合2019年生产经营情

况以及未来产品开发和销售预计情

况、 研发项目和在建工程预计完成

情况、 深圳坪山生产基地用房土地

使用权取得成本、 代建成本预计情

况等， 补充披露未来是否存在亏损

的较大可能性，如存在，相关信息披

露和风险揭示是否充分， 并要求保

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市

委员会还要求天准科技补充披露对

存货相关会计处理必要的风险提

示， 补充披露与可比公司的产品和

技术基础存在的差异。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

授权发明专利190项， 但均为2014

年及之前取得。 上市委要求发行人

代表进一步说明研发费用中的折旧

摊销占公司总折旧摊销金额比较高

的合理性， 是否存在将实际生产用

设备折旧计入研发费用， 从而导致

毛利率虚高的情形等问题。

上市委针对天准科技问询内容

包括：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行业定

位为机器视觉行业，（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