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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混改再提速 操作指引即将出台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中国证券报记者29日获悉， 为规范混改

流程、界定审批权限边界，央企混合所有制改

革操作指引有望近期出台。 专家认为，国企改

革明年将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央

企混改进程有望进一步提速。

军工领域混改破题

四季度以来，央企混改吹响集结号。 274

个央企混改项目近期联合“招商” ，军工、石油

等重点领域纷纷破题。

军工业混改正进一步提速。 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到， 中核集团三家子公司中国核工业华

兴建设有限公司、 核工业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

司及中核地产拟以增资扩股方式实现混改。 中

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拟向新引进投资方

释放35%的股权。 核工业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

司拟引入不超过3家其他资本释放49%的股权，

其中民营资本不少于10%。 中核地产希望通过

积极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盘活存量土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正积极推进湖南华南

光电公司、华川工业有限公司混改。其中，湖南

华南光电公司拟引入三至五家外部投资者并

实施核心员工持股，将通过资产重组或整体上

市等方式进入资本市场。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第二一四研究所

和武汉武重铸锻有限公司混改也在积极推进。

第二一四研究所拟通过增资扩股引入外部投

资者合计持股占比为34%至39%，骨干员工持

股占比为10%至15%。

石油电信企业混改发力

中国石油旗下广东寰球广业工程公司拟

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中国石化旗下绿源地热

能开发公司混改拟增发20%的股份，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将降至43%左右。 此外，中海油旗下

安技服公司目前按照上报国资委“双百行动”

企业总体改革工作计划，积极推进核心员工持

股，预计2019年底前员工持股工作全部完成，

计划2020年启动引入战略投资者， 通过增资

扩股释放不少于15%的股权。

电信领域混改亦步入快车道。被纳入国资

委“双百行动” 试点和发改委“第四批混改”

试点的中国电信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

第二轮增资，拟释放35.23%的股权，拟融资金

额为20亿至30亿元。

中国联通下属公司混改正积极推进。中国

联通旗下第一家混改试点企业航美网络有限

公司，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有业务协同效

应的战略投资者， 拟释放股权比例为10%至

15%。

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9年9月，全国

产权市场共完成1823家国有企业混改项目，

引入各类社会资本3883.2亿元，其中，央企570

家，引入社会资本1414.8亿元。

“临近年底，在多项举措推动下，国企混改

明显加速推进。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

表示，从数量上统计，实施混改的央企已达七成。

国企混改进入大量项目落地和操作新阶段。

操作细则有望明确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为指导央企实施

混改， 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专项指引有望出

台，将规范混改流程、清晰界定审批权限边界。

专家表示，国资委将央企所属企业混改方

案审批权下放给央企集团，无需再经国资委审

批。 随着央企混改批量展开，规划和细化央企

操作细则乃当务之急。

事实上，北京、上海、山西、江西、四川等多

地目前均已出台国企混改操作指引，地方国企

混改全面提速正取得新突破。 （下转A02版）

运行百日星光荟萃 市场逻辑主导作用显现

科创板36家公司融资近500亿元

□

本报记者 孙翔峰

从7月22日首批25家公司集中挂牌交易

算起，科创板10月29日迎来“百日” 。中国证

券报记者统计，截至10月29日，科创板已有

166家企业申报，其中已上市36家，这些公司

首发募集资金总额达497.55亿元。

从发行审核及市场交易等方面看，市场

的无形之手正逐步发挥应有效力，个股在业

绩分化背景下走出独立走势。 市场人士认

为，科创板正式运行以来表现出色，真正亮

点在于制度创新， 包括多元化上市标准、审

核试点注册制、严格的退市制度、强化中介

机构责任、 实施保荐人跟投制度等多方面，

将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挂牌公司业绩整体向好

截至10月29日，在36家挂牌公司中，已

有17家公布前三季度财务报告。 其中，多家

公司业绩显著增长。

铂力特是今年最早披露三季报的科创

板公司。得益于3D打印设备，尤其是自研3D

打印设备的营业收入增长，公司前三季度实

现营收1.76亿元，同比增长34.85%。 公司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20.23万

元，同比增长187.44%。

10月28日披露三季报的科创板企业中

微公司业绩亮眼。公司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5亿元，同比增

长399.14%。

中微公司的增长得益于产品逐步打开

市场。 公司在半年报中表示，公司研发方向

和产品符合市场趋势和需求，与产业发展深

度融合。各产品的研发成果均取得先进客户

的认可，客户验证情况良好，巩固了公司的

竞争优势。

不过，受季节性等因素影响，部分科创

板公司业绩出现较大波动。 例如，天准科技

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2.95亿元，较

2018年同期下降1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541.81万元， 同比下降

80.12%。 公司在业绩说明中表示，公司业绩

变化最主要原因是收入的季节性变化和费

用的持续增长。 另外，公司前三季度来自主

要客户苹果及其供应商的收入不如预期，收

入结构变化导致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

中泰证券研究报告表示，科创板公司属于

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成长期公司。 在成长早期

阶段，企业业绩波动较大也属于正常情况。预计

伴随后续政策支持及高研发支出占比作用显

现，可能将出现盈利稳定及环比改善的趋势。

市场逻辑发挥主导作用

科创板运行以来，市场逻辑已逐步开始

发挥主导作用。 从发行端看，随着发行审核

节奏进入常态化阶段，供给短缺的现象已基

本消失，发行定价逐步稳定。

“此前， 大家打新还主要以抢筹为主，

但是现在供给增加了， 打新策略变得更稳

健。我们团队现在对公司基本面研究的工作

量大增。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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