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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同意两企业

科创板IPO注册

证监会12月10日消息，近日，证监会按法定

程序同意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

分别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 并陆

续刊登招股文件。（昝秀丽）

深交所：

努力打造透明交易所

2019年12月4日是第六个国家宪法日，也迎来

第二个“宪法宣传周” 。近日，深交所开展了主题为

“以宪法精神为引领切实推进资本市场改革” 的

在线普法宣传活动，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

推动资本市场参与各方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为资

本市场改革发展夯实法治基础。

据悉， 本次活动以宣传普及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宪法的重要论述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重

点， 发挥深交所法律专家在普法宣传工作中的作

用， 引导市场参与者理解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活动还

围绕资本市场重要法律法规以及深交所业务规

则，通过在线“面对面” 形式回答投资者关注热点

问题，帮助投资者加深对资本市场规则的了解，共

同营造诚信守法的市场氛围， 提高资本市场法治

建设水平。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深交所将始终牢固

树立“宪法法律至上” 的法治理念，把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的动力，自觉把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 和推进全面深

化资本市场改革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总体框架中思考谋划， 秉承社会主义法治

精神，坚持依法治市、依法治所，完善制度规则体

系，夯实市场运行基础，不断提升交易所规范治理

水平，努力打造透明交易所，推动交易所规则体系

现代化和执行能力现代化， 确保各项重点改革任

务在法治轨道中平稳推进。 （黄灵灵）

鸡蛋便宜了 “菜篮子” 安心拎起来

□本报记者 周璐璐

生活中的“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

是居民最关注的事情。

“鸡蛋便宜了，多买点不亏！ ”一位中年女

士一边挑鸡蛋一边说道，“10月贵的时候只能

十个八个的买，现在可以成袋的买了！ ”

10日早间，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北京市西城

区某生鲜超市看到，鸡蛋的价格为4.9元/斤，相

比于10月的6.9元/斤，每斤便宜了2元。

此前，中国证券报记者前往河北石家庄、湖

北武汉、黄冈等地对鸡蛋产业进行调研发现，昔

日持续涨价的鸡蛋风光不再。权威人士分析，随

着供给端产能逐步恢复， 后期物价走势总体可

控，尤其是不必担心肉蛋奶等价格，老百姓“想

吃就吃” ，“菜篮子”安心拎起来。

蛋价回落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鸡蛋批发价格自9

月达到5.65元/斤的年内高点后便逐月回落，目

前均价为4.94元/斤，两个多月下降12.5%。

北京新发地市场行情显示，11月初鸡蛋批

发均价为5.77元/斤，月末为4.33元/斤，一个月

便下降近25%。

反映鸡蛋价格未来走势的鸡蛋期货近期

连续走低，11月初以来主力2005合约累计下

跌9%。

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近期

蛋价回落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鸡蛋产能达到

近几年同期的高点。 蛋鸡存栏量、 产蛋量充

足。 二是近期肉价下降使鸡蛋的高价格失去

了支撑。三是蛋价虚高水分被挤出。在鸡蛋供

应相对充足情况下， 蛋价原本不具备创下天

价的基础，10月蛋价能够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的基础并不牢固。所以，蛋价中虚高的水分正

在被挤出。

蛋企供货忙

业内人士称，蛋价正在回落至合理价位，居

民不必再买高价蛋。同时，产业内投机行为也会

大大减少，有利于鸡蛋产业健康发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河北石家庄赵县昌晟源

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下称“昌晟源” ）看到，

鸡舍、 包装车间及库房人员正有条不紊进行日

常工作， 七八个合作社员工正熟练有序地在流

水线上将新鲜的鸡蛋装入箱中。而流水线旁，排

列整齐的成箱鸡蛋整装待发。

“这个仓库大概有三千多箱鸡蛋， 差不多

够卖两天。 ” 昌晟源负责人郑文波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介绍，“目前合作社蛋鸡产量稳定，加上

前期延迟淘汰的蛋鸡，目前鸡蛋供应得上。 ”

在被称为“鸡蛋价格风向标” 之一的湖

北省黄冈市浠水县， 中国证券报记者见到了

浠水县鸡蛋行业的风云人物———湖北佳优美

蛋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闫铁山。 他正在通

过自己设计的内部交易管理系统监控鸡蛋市

场数据。

“从目前的数据监控来看， 未来一周受年

底备货因素影响鸡蛋现货价格可能小幅上涨两

毛左右，之后会继续延续下降趋势。 ” 闫铁山

称，“但是市场需求还在，所以即使明年上半年

淘汰鸡价格维持高位，淘汰鸡量也不会多，产能

依然会逐步增加。 ”

对于普通居民而言，蛋价回落，当然喜闻

乐见。 “记得10月底鸡蛋最贵那会儿，家里的

鸡蛋‘库存’ 总是见底，炒菜都不舍得多放。 现

在超市鸡蛋又有降价促销活动了。 ” 一位消费

者表示。

物价回落可期

在调研中，多名鸡蛋产业人士表示，由于鸡

蛋具有蛋白替代作用，今年猪肉价格上涨是11

月之前鸡蛋价格猛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社

科院最新发布的经济蓝皮书预测，2019年第四

季度包括能繁母猪存栏量和生猪存栏量在内的

代表生猪生产能力的一些先行指标环比处于由

降转升阶段。 随着鸡蛋蛋白替代“光环” 的褪

去，价格将逐步回归合理区间。

“打个比方， 原来十个鸡蛋可以替代一份

猪肉，如果春节以后猪肉需求量减少，甚至不需

要替代，那么这十个鸡蛋又返回来供应市场，很

可能就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 到时候会促使

养殖户将适合淘汰的鸡淘汰掉， 维持市场的供

需平衡。 ”郑文波说道。

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当前物价数据上涨主

要是由于猪肉单项价格带动， 随着猪肉供给缺

口收窄，在叠加基数效应等作用下，明年CPI有

望明显回落。

三省四地开展区域金融改革新试点

□本报记者 彭扬

12月10日，三省四地金融改革试验区启动

交流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举行。此举旨在落实

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交流普惠金融、绿色金

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经验，部署日前国务院批复

的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和浙江省宁波市普惠

金融改革试验区，甘肃省兰州新区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落地实施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指出，此次在

三省四地开展区域金融改革新试点，是推动金

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手段，有助于形成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区

域金融改革格局，更好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为全国层面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改革进

一步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徐晓波

表示，下一步，发改委将继续积极配合人民银

行，深入推动区域金融改革各项工作，以高质

量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改革，推动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开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进落实好改革试验区总体

方案的落地实施，徐晓波建议，一是发挥政

策引导和激励作用，促进金融资源向金融倾

斜。 其中，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

基金增加有效长期资本供给，进一步丰富中

小企业和三农的融资方式。 二是健全普惠金

融机构体系。 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大

力发展一批地方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基金，推

动建立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 的省级

再担保机构。

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陈伟表示， 如今三

省四地金融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 下一步关

键是抓落实。 希望各地能够把好钢用在刀刃

上， 切实找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

和发力点， 为不断优化政策支持体系和全面

深化金融改革开辟新的路径，贡献地方智慧，

提供成功样板。

证监会中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公司

金融部负责人冷云生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

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

和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一是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升资本市场对普惠绿色

金融支持的功能和水平。充分发挥科创板试点

注册制试验田的作用，落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

心的注册制改革，不断深化对资本市场发展的

运行规律的认识，完善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

能，提升对小微企业、三农和绿色企业的服务

效率和水平。 二是统筹推进新三板改革，更好

支持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绿色企业的融资

发展。 三是协调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提

升市场服务普惠性绿色企业的水平。四是稳步

提高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创新创业企业、中小微

绿色企业、涉农企业的支持力度。

另外，冷云生透露，目前证监会正在研究

制定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一些具体规则。

年内发行只数满百 规模超2000亿元

可转债：小众品拥抱大时代

□本报记者 张勤峰 罗晗

12月11日，规模10亿元的先导转债开启

网上发行， 将我国公募可转债年度发行只数

历史性推向三位数水平。 近三年可转债发行

数量和总额， 均已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份的总

和。可转债，这一以往的小众、冷门品种，迎来

了自己的大时代。

业内人士指出，始于2017年的这一轮可

转债市场扩容， 在增加企业再融资渠道的同

时，极大丰富了投资品种，也为券商投行业务

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持续快速扩容

11日，由创业板公司先导智能发行的1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先导转债接受投资

者网上申购， 成为今年公开发行的第一百只

可转债。 2019年公募可转债发行总额为2423

亿元，首次突破了2000亿元关口。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9日，尚未到

期或转股的可转债共243只， 余额达3543亿

元，处于历史高位。

这一轮扩容始于2017年。 2017年，再融

资政策调整及可转债发行方式改革， 确立了

可转债作为定增替代渠道的角色。当年，转债

发行数量和规模均出现井喷。 统计显示，

2017年共发行53只可转债、规模达949.67亿

元（含私募可转债）， 分别是2016年的4.82

倍、4.47倍。 这之前，可转债一年发行量通常

只有10只左右，很多时候甚至不到10只。

经历持续快速扩容， 可转债这一以往的

小众、冷门品种，迎来了自己的大时代。

丰富市场投资品种

可转债市场发展壮大虽有偶然， 但更多

是历史必然。

首先，可转债增加了企业融资渠道。据统

计，A股增发规模在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

1.68万亿元之后已连续3年萎缩，同期可转债

发行规模则不断扩大， 近3年发行数量和总

额，均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份的总和，可转债在

再融资政策调整后迅速起到补位的作用。

其次，可转债丰富了市场投资品种。转债

是债又似股，进可攻、退可守，是天然的配置

品种， 再加上附带诸多权利条款， 不管是牛

市、 熊市还是平衡市， 不管投资者风格是激

进、保守还是平衡，都能在转债上找到合适的

品种或者“玩法” 。转债还有质押回购融资功

能，可加杠杆；转债实施T+0交易，且无涨停

板，比股票更灵活。

兴业证券固收团队指出，近年来公募、理

财产品、 保险等机构资金逐渐成为可转债市

场主要玩家，不少机构自2018年四季度起跑

步进入转债市场。天风证券研报显示，公募基

金2019年三季度转债持仓市值稳步提升，由

二季度末的683.85亿元升至742.64亿元，环

比提升8.60%。

最后，可转债市场扩容，中介机构也乐见

其成。据统计，2019年以来，可转债承销保荐费

首次超过10亿元。即使近年承销费率有走低势

头，但对亟待扩展业务的券商来说仍是不可忽

视的增量“蛋糕” 。“虽然和股权融资项目一

样，可转债面临的竞争很大，但目前仍是公司

重点发展的业务。 ”一位券商人士表示。

发展壮大势不可挡

今年11月监管层放松再融资政策，意味

着可转债作为定增“替代品” 的角色或将弱

化。当月，上市公司红太阳发布终止可转债且

启动定增的公告引起不少关注。有观点认为，

定增松绑后，可转债发行恐受到影响。

从各方分析来看， 再融资政策调整对转

债市场的影响不可忽视，但至多会影响节奏，

未来转债市场继续壮大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

性变化。关键就在于，可转债作为投融资工具

有其独特优势，做大转债市场符合各方利益。

华泰证券张继强团队指出， 证监会全面

放宽再融资限制， 尤其是缩小了定增锁定期

和发行价折扣，削弱了转债在融资上的优势。

“再融资松绑后可转债发行会放缓， 以后定

增会上去。 ”华南某券商人士认为。

不过，市场人士指出，转债不会被定增完

全替代， 其特点决定了市场上对此类资产的

供给和需求仍会存在。对发行人来说，定增对

原股东最大的成本是股权稀释， 而可转债转

股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股本摊薄的压力会在

转股期均匀释放， 同时转债的发行条件也比

较简单，审批较快。

近期仍不断有上市公司披露可转债发行

预案。 统计显示，截至12月10日，尚未实施的

可转债发行预案仍有近300例， 计划发行总

额超过4500亿元。 其中，有39例预案已得到

证监会核准，计划发行总额为940亿元。

机构报告：楼市去库存压力加大

□本报记者 王舒嫄 倪铭娅

机构报告显示， 楼市去库存压力有所增

加， 其中北京楼市去化周期升至17个月左右。

专家指出，如果去化情况不及预期，开发商库

存将进一步积压，资金链或面临严峻考验。

去化周期延长

中国社科院10日发布的 《中国住房发展

报告（2019-2020）》指出，楼市期房存销比

由2016年的3.1年下降至2017年的2.8年和

2018年的2.7年， 但到2019年反弹至3.0年，期

房去化压力较之前有所增加。

诸葛找房数据显示， 楼市库存持续上涨。

11月重点监测的20城批准上市面积为2143.04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30.7%，同比上涨13.5%。北

京、南京、武汉等热点城市均呈现不同程度的

上涨。 以北京为例，2019年11月商品住宅库存

量1039.63万平方米， 去化周期17.27个月。 而

2018年底，库存面积为978.7万平方米，去化周

期16.9个月；2017年库存面积是646.59万平方

米，去化周期14.98个月；2016年去化周期8.2个

月；2015年去化周期为9.09个月；2014年库存

1112.23万平方米，去化周期为10.89个月。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国仕英表

示，当前北京的库存量已接近2014年的水平，

市场或再次转向去库存。

同策研究员首席分析师张宏伟认为， 一线

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市场去化周期延长主要和

去化速度降低有关系，和绝对存量关系不大。

三四线城市压力大

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压力可能更大。张宏

伟认为， 一是过去两三年间买房需求已被透

支；二是从棚改的角度讲，市场继续增长的推

动因素减少，三四线城市面临需求动力不足。

国仕英表示，随着市场降温及棚改等政策

支持逐渐退出，三四线城市面临着供需失衡问

题，尤其随着市场热度逐渐下滑，购房者观望

情绪变浓，且大部分三四线城市作为人口净流

出城市，本地购买力不足。 供应过多叠加购买

力不足导致库存逐步攀升。

面对这种情况，国仕英建议，未来三四线

城市政府要更谨慎控制供地节奏，加快产业结

构优化调整，更新产业布局，推动地方经济发

展。 另外，开发商要进一步以优惠促销来吸引

消费者，拉动项目去化率。

安徽工程大学副教授蔡书凯指出，未来需

要继续强化地方政府稳定楼市的主体责任，进

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严格控制

部分城市土地供给，避免库存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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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涨幅将逐步回落

货币调控仍有空间

（上接A01版） 叠加入冬后猪肉需求迎来高

峰，预计2020年1月CPI可能达到高点。

长江证券宏观固收首席分析师赵伟认为，猪

价上涨可能推升生活成本， 加大生产和服务价格

上涨压力，CPI在未来2个月可能继续抬升。 不过，

春节后可能逐步回落。

不会改变政策走向

“货币调控走势受CPI攀升制约不大。 ” 中信

建投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龙表示，从历史看，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主要与核心CPI、PPI走势更相

关。 猪肉价格引发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短期会影响

调控节奏，但不会改变货币政策最终走向。在经济

稳增长诉求推动下，货币调控实操将偏宽松。

诸建芳认为，对非食品CPI和核心CPI的可能

上涨不必担忧， 预计明年一季度非食品和核心

CPI将不再具备向上动力。 目前，我国更多采用结

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改善企业融资成本。总体

而言，首要目标仍为稳增长。 不过，虽然结构性特

点明显， 但仍需考虑物价上涨预期上升可能对实

际物价产生影响， 预计相关政策将在明年一季度

后打开边际宽松空间。

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认

为，短期内，货币调控仍将以结构性政策为主。 在

2020年二季度后， 货币调控空间可能会再次打

开，存在降准降息的可能。

深改步入攻坚期

股市展现新生态

（上接A01版） 应配合最高法最新司法政策

激活民事诉讼法、失信惩戒体系等法律法规制度，

特别是在强化民事责任制度方面要多方努力。 ”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说。

改革深化凝聚新期待

专家预计，在明年有更多深改措施值得期待，

证券法修订、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等已提上日程。资

本市场法治供给将进一步丰富。 证监会首席律师

焦津洪近日透露，证券法修订工作正在加快，刑法

的相关修改工作也在顺利推进。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渐行渐近。 深圳证券交

易所副总经理王红近日表示，深交所将加快推进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 促进资本市场和创新

企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创业板的发行上市、

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等基础性制度， 增强创业板的

包容性和覆盖面，促进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产融

结合。

此外，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方面将有新

进展。新三板深改规则征求意见已满月，市场呼吁

改革尽快落地。 在“选择若干区域性股权市场开

展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 写入“深改12条” 之后，

区域股权市场也在积极创新服务模式， 多地股权

市场设立科技创新专板。 “夯实塔基，优化塔尖。

新三板夯实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塔基， 再向上则

是创业板、中小板、主板，科创板则是为处于不同

产业模式和阶段的企业量身定制的增量市场，将

拉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容加速。 ”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

“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 改革举措将越来越

丰富，改革力度也将越来越强，离改革目标也将越

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