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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对6家申请首发企业出具警示函

启动44家在审企业现场检查工作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11日消息，近期，证监会对申请首

发企业日常审核及现场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

存在少计相关成本费用、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

提不充分、内控基础工作存在缺陷、未如实披

露关联方资金往来等问题。相关中介机构未发

现或未充分关注上述问题， 核查工作不审慎，

尽职调查工作存在瑕疵，重要核查程序执行不

到位。 为完善市场约束机制，压实中介机构责

任，提高违法成本，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根据目

前已核实的信息，证监会对存在有关问题的6

家申请首发企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对存在执业质量问题的8家保荐机构、4家会

计师事务所、4家律师事务所根据情节轻重启

动相关监管措施程序。对其他企业将根据问题

核实情况采取相关措施。

证监会表示， 将坚持新股发行常态化，进

一步提高市场透明度，明确市场预期；同时，按

照问题导向和抽查抽签方式，已于近日安排启

动44家在审企业的现场检查工作。 为进一步

缩短审核周期，提高审核效率，后续将根据受

理情况及审核进展继续安排抽查抽签及现场

检查工作。 通过现场检查与日常监管联动，进

一步促进首发申请企业规范运作，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督促中介机构提高执业水平，营造市

场良好生态， 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不

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科创板市场化定价机遇风险并存

□

本报记者 孙翔峰

科创板首批新股密集发行， 相关个股

定价问题也引起市场关注。 截至

7

月

11

日，

首批

25

家企业全部披露发行公告， 确定了

发行价格。

从目前披露的数据来看，

25

家企业的

定价均突破了

23

倍的市盈率。 其中，中微公

司按照

2018

年扣非后净利润计算的发行市

盈率

148.79

倍，为当前最高。

25

家企业同口

径的发行市盈率中位数为

46.15

倍。

目前来看， 科创板企业定价似乎 “较

高”，但是在亏损企业已经能够上市的背景

下，仍然以“市盈率”作为评判定价高低的

唯一标准，难免有刻舟求剑之意。

科创板放开估值定价限制之后， 估值

体系更加立体丰富， 投资者也应从动态市

盈率、市销率（

P/S

）、企业价值倍数（

EV/EBI－

DA

）、市盈增长比例（

PEG

）等指标综合解读

科创板新股定价，客观认识科创企业估值。

比如，专业人士指出，中微公司作为一

家处于高成长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 刻蚀

设备等均需大量研发投入以突破更先进技

术节点， 需要大量销售费用投入以拓展更

多客户， 因此销售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而言

能更好反映公司价值， 市销率法比市盈率

法更适合对公司进行估值。

不过，不可否认，首批科创板企业因为

标的稀缺性等原因， 确实享受了一定程度

的估值溢价。

仅从认购倍数上来看， 就能看出市场

对科创板标的的追捧。 比如， 发行规模较

小的安集科技、 铂力特、 乐鑫科技的认购

倍数普遍在

330

倍以上。发行规模高达

18

亿

股的中国通号的认购倍数相对较低为

125

倍， 但对于上百亿发行规模的企业来说，

依然十分可观。 在市场认购热情高涨背景

下，部分企业估值存在溢价在所难免。（下

转A02版）

■

今日视点

证监会会议要求

科创板市场主体归位尽责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网站11日消息， 证监会日前在北

京组织召开学习贯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座谈会。会

议要求，市场主体要持续深入学习《意见》，把

制度要求切实转化为各方归位尽责的内在动

力和行动自觉，（下转A02版）

9家科创板公司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出炉

4家公司战略投资者现员工持股资管计划

□

本报记者 郭梦迪 叶斯琦

7月11日晚，9家科创板公司中签结果

出炉。 具体来看， 安集科技中签号码9754

个；铂力特中签号码11400个；乐鑫科技中

签号码13872个；新光光电中签号码19040

个；容百科技中签号码25740个；福光股份

中签号码29363个； 中微公司中签号码

30608个； 光峰科技中签号码35267个；中

国通号中签号码756000个。

从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来看，9家公司的

A类和B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总体高于C类投

资者。中国通号配售比例最高。战略配售方

面，9家公司中4家公司的战略投资者中有

员工持股资管计划。

A类B类投资者配售比例较高

在科创板网下配售中，A类投资者为公

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以及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为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C类投资者为其他（不包括个

人）。可以看出，A类和B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总体高于C类投资者。

从9家公司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来看，

A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最高的公司为中国通

号，其A类投资者配售比例为0.77%；紧随

其后的是光峰科技和福光股份， 配售比例

均为0.34%；中微公司、容百科技、乐鑫科

技、新光光电、安集科技、铂力特的配售比

例分别为 0.30% 、0.30% 、0.29% 、0.27% 、

0.27%、0.25%。

B类投资者方面， 配售比例最高的为中

国通号，配售比例为0.75%；福光股份、光峰科

技、中微公司、容百科技、乐鑫科技、新光光

电、 铂力特、 安集科技的配售比例分别为

0.34%、0.33%、0.30%、0.30%、0.29%、0.26%、

0.24%、0.23%。

C类投资者方面，中国通号、福光股份、

容百科技、乐鑫科技、中微公司、铂力特、新光

光电、光峰科技、安集科技的配售比例分别为

0.42%、0.32%、0.30%、0.29%、0.27%、0.24%、

0.25%、0.22%、0.14%。（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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