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展听证广度深度

证监会提高执法效能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7月15日，10名投资者走进证监会旁听行

政处罚听证会，这10名投资者既有来自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高校、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自

由职业者。 他们通过现场感受、实际观摩，深入

了解证监会执法工作。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开听证引入社

会监督，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程序正义。 目前，

证监会公开听证制度体系已较为完备，在实践

中公开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社会公众参与度

已达较高水平。

引入社会监督提升公信力

7月15日上午9时30分，某涉嫌构成内幕交

易案件听证会在证监会听证室举行。 通过全程

旁听，投资者纷纷表示，对听证的组织、作用、

宗旨和意义更加了解，对行政执法工作也更加

理解，听证会实实在在地发挥了程序功能。

听证会当事人为某投资公司主要负责人，

在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接触过程中非法获

得并购内幕信息， 之后控制他人账户交易获

利，其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交易，

涉嫌构成内幕交易，证监会拟决定对其罚没八

百余万元。 当事人申请要求召开本次听证会，

证监会表示，将按照听证程序听取其陈述申辩

意见。

“第一次参加证监会的听证会， 此次听证

会较为规范、严谨，能够让申辩人充分发表意

见，有利于把案件事实搞清楚，保障了当事人

应该享有的申辩、听证权利。” 投资者殷召良表

示，听证会并非走过场，而是实实在在发挥程

序功能。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全程旁听了解到，听

证会包含八项程序，包括调查人员陈述案件事

实和处罚建议、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调查人员

与当事人进行质证、辩论、听证主持人和听证

员提问、当事人最后陈述等。

“证监会工作量非常大， 前前后后动用了

很多工作人员调查事实。” 投资者蒋启文建议，

“能否利用股民举报或者通过其他社会力量参

与监督，给证监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

投资者何庆则认为，公开听证引入社会监

督，保障了社会公众参与权。

当事人提出召开听证会占比较高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听证是当事人的

一项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

组织听证。 证监会目前处罚的主要案件类型包

括信息披露违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罚没

款、市场禁入是证监会主要的处罚方式，对个

人没收业务收入或违法所得、 罚款5万元以上

或者对单位没收业务收入或违法所得、罚款30

万元以上的，证监会都给予听证的权利。 2015

年证监会制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对申请

条件作出明确规定。

近三年，证监会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769

项， 作出市场禁入决定69项， 行政罚没金额

224亿元， 其中2018年罚没106亿元。 上述负

责人指出， 行政处罚对当事人权益产生较大

影响，（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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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3%

经济积极因素渐显 将对资本市场形成良好支撑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

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9033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季度看，一季度同

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受此影响，周一

A股延续反弹势头，三大股指涨幅均超过1%。

专家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

间，并出现一些积极现象。 下半年经济平稳运

行的基本面不会变，将对资本市场形成良好支

撑。 政策储备有很大空间，预计下半年政策效

果会继续显现。

多项数据超预期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

闻发言人毛盛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6.3%是一

个比较平稳的速度，是一个不低的速度，是一

个含金量比较高的速度，是一个来之不易的速

度，是一个有后劲支撑的速度。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经济运行

仍保持在合理区间，且出现一些积极现象。“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效果显现，增长质量也在持续提

升。 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的贡献率高于第二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 ”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5.8%，增速比1-5月份加快0.2个百分

点。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说，制造

业投资和民间投资触底企稳，企业盈利逐步改

善，产能利用率回升，未来中国经济内生动力

将有所改善。

“从6月数据看，社会消费品零售、工业增

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均有超预期表现。 ”兴业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6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上升9.8%， 较上月大幅提高

1.2个百分点。 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6.3%，增速比5月加快1.3个百分点。

鲁政委分析， 汽车销售额大幅增长是6月

消费超预期增长的原因，而汽车销售额增速与

排放标准变化有关。 7月起实施“国六”排放标

准，6月既有“国五” 车清库存，又有“国六” 车

购买需求。 （下转A02版）

科创板首批上市25家企业发行数据盘点

PE均值49.16倍 实际募资370亿元

□

本报记者 郭梦迪

在经历密集申购后，科创板首批上市25

家企业发行情况均已披露。 数据显示，25家

企业市盈率（PE）在18.86-170.75倍之间，

均值为49.16倍，在募集资金方面，科创板首

批上市企业拟募资金额为310.89亿元，实际

募资总金额为370.18亿元。 多数公司确定的

发行价所对应的募集资金超过原先计划的

资金需求。

在上市后， 这25家企业将接受市场考

验。 业内人士认为，科创板分流效应有限可

控，分流将主要体现在风险偏好较高资金与

伪科技股流动性分化上。

市盈率均值49.16倍

目前， 这25家企业发行价格均已揭晓，

这些企业的发行价格受到市场的关注。太平

洋证券统计，这些企业的PE在18.86-170.75

倍之间，均值为49.16倍，中位数为42.14倍。

中国通号、沃尔德、天宜上佳、航天宏图4家

企业发行市盈率低于行业水平，其余21家均

高于行业估值。

业内人士认为，科创板首批企业发行定

价较为合理。 广发证券策略分析师戴康认

为， 科创板首批企业发行定价合理适中：第

一，定价大概率落在投价报告参考区间中位

数略偏上位置；第二，首批发行PE普遍高于

同行业但略低于可比公司；第三，科创板首

批企业平均有效报价率约为76%，平均网下

超额认购倍数高达270倍， 发行价能充分反

映绝大多数参与者理性预期。

在募集资金方面，wind数据显示，科

创板首批企业拟募资金额为310.89亿元，

实际募资总金额为370.18亿元， 超出拟募

集资金59.29亿元。 “超募” 企业包括睿创

微纳、嘉元科技、中国通号、中微公司等21

家公司。

平均中签率为0.059%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不少机构都对

科创板打新比较有兴趣。 有券商资管人士

透露，从渠道反馈情况看，投资者对科创板

网下打新非常感兴趣，需求比较大。 从科创

板首批企业发行结果看， 几乎每家公募基

金都参与到科创板网下打新中，而以QFII、

险资和社保基金为代表的长线资金也出现

在科创板首批企业获配名单中。 此外，证券

公司和信托公司自营账户也参与其中，几家

规模较大的银行资管也在积极试水相关产

品。（下转A02版）

映射窗口期提前

A股掘金科创板现良机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随着科创板开市临近，相关投资机会关

注度逐渐升温。 例如，科创板对标股近期时

有活跃，成长股走势偏强，创业板表现强于

主板市场。 分析人士表示，科创板开市窗口

期，科创板A股映射值得重点关注。

成长板块表现偏强

随着科创板开市临近，A股市场成长股

走势渐强，成长股投资受到关注。上周，创业

板指累计下跌1.92%， 上证指数累计下跌

2.67%，深证成指累计下跌2.43%，创业板指

跌幅小于上证指数。昨日，两市探底回升，三

大指数悉数上涨。 其中，创业板指涨幅明显

大于上证指数。 从昨日市场表现看，成长股

板块走势偏强，Wind操作系统国产化指数

上涨3.55%，Wind小程序指数上涨2.98%，

Wind云计算指数上涨2.93%。

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设立科创板会提

升市场对成长股整体风险偏好和估值水平。

上周以来， 创业板市场走势强于主板市场，

北上资金也出现深强沪弱的格局，成长股风

险偏好提升可见一斑。

万和证券策略分析师费瑶瑶表示，科创

板渐行渐近，对A股现有科技公司或形成推

动作用。 短期科技成长股受科创板影响较

大，（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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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准科技等公司22日在科创板上市

天奈科技和昊海生科过会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孙翔峰

上交所7月15日消息， 苏州天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

票将于7月22日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本

为19360万股， 本次上市数量为4417.8483

万股，证券简称为“天准科技” ，证券代码为

“688003” 。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A股股本为44500万股， 本次上市数量为

5156.8507万股，证券简称为“睿创微纳” ，

证券代码为“688002” 。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本为40100万股， 本次

上市数量为3624.958万股，证券简称为“华

兴源创” ，证券代码为“688001” 。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7月15日召开第

15次审议会议，审议通过天奈科技、昊海生

科首发上市申请。

招股说明书显示，天奈科技主要从事纳

米级碳材料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

售。 公司产品包括碳纳米管粉体、碳纳米管

导电浆料、石墨烯复合导电浆料、碳纳米导

管电母粒等。（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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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港股透视科创板：

不设涨跌幅 交易难度更大

科创板在上交所设立， 但与沪市主板交

易规则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其独特的交易规

则，在创新的同时，投资者更需要了解科创板

交易风险。 《科创板转融通证券出借和转融

券业务实施细则》同步推出，这为科创板做

空个股提供了工具和手段， 投资者对此要有

一定心理准备。 港交所曾就是否需要引入涨

跌幅限制机制进行初步研究， 并咨询市场意

见，但最终无果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