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O大考倒计时 全员备战自查关

本报记者 蔡宗琦

进入本周，IPO财务报告自查切换到最后的倒计时模式。 投行、IPO排队企业和监管机构都进入全员备战阶段。

截至21日，IPO排队企业有841家。 随着IPO核查渐进尾声，“IPO核查将延期”、“IPO重启提前”等各种传闻层出

不穷，但在投行高管看来均不准确，3月31日仍是IPO大考最后期限，各项工作一直在按照既定计划向前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投行人士表示，自查与IPO启动并行不悖，在本周自查结束后，部分先行递交报告的排队

企业将静待证监会的反馈，以备随时启动IPO相关程序。

打印店昼夜开工 全员备战倒计时

“我建议你去荣大采访吧， 那里最能反映现在IPO筹备的情况， 我们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经去那里做报告

了。 ”北京一家券商投行部的负责人在接到中国证券报记者的电话时介绍，作为北京最著名的招股说明书打印点

之一，简称荣大的荣大财务印务热闹与否早已成为IPO市场兴衰的重要指标。

“由于本次IPO在审项目制作的反馈、补年报及财务核查的工作非常集中，我们制定了应急预案。 ”有荣大工作

人员介绍，办公地所在的金灿酒店为了保证荣大的业务推掉了许多订单，将客房改造成了临时的独立接待室，而

由于客户实在众多，荣大不得不将三四两层改成了开放式公共办公区，让没有单间的客户拼桌使用。 “因为订餐、

送餐、分餐还要收拾打扫卫生实在太花时间，耽误客户用餐影响进度，连提供工作午餐的环节都取消了。 ”

一位投行人士抱怨，有客户临时表示希望转到荣大北京公司打印部分材料，18日再与销售沟通时却得知本月

内的单间早已被一抢而空，“能捞到张桌子就不错了”。

打印店24小时不休息的背后，是投行和排队企业的超负荷工作。 “我们上周每天都干到半夜三四点，投行和事

务所的人陪着我们连轴转。 ”一家刚刚递交了自查报告的排队企业证券事务代表表示，自查报告的递交是阶段性

工作的分水岭，一旦自查报告成型并递交给证监会就意味着过了一道坎，“比起那些连自查报告都没有写，直接终

止审查的企业来说，我们起码能获得中介的认可，没有硬伤。 ”

监管机构也满负荷运转。 一位保代感慨，一天下午5点多赶至证监会交报告时，同期有七八家公司在排队上交

报告，而接受自查报告的部门并没有下班的迹象。 本月的最后两天正好是周六日，证监会更是向保荐机构和会计

所发函，表示为了缓解中介机构报送压力，这两天会加班接收自查报告及相关申报材料。

路边消息满天飞 延期传闻被证伪

伴随着越发紧张的IPO核查进程，市场情绪随着IPO的新闻起伏，相关传闻不停冒出来。

“都是‘路边社’消息，真真假假我们都有些闹不清楚了。 ”一家大型券商的投行部负责人25日在接到中国证券

报记者的核实电话时一声长叹。

25日，有市场传闻称，IPO在审企业财务自查报告可延至5月31日。 有媒体引用保代人士观点认为，不少券商手

中的项目超过20个或者企业大客户在海外的，的确难以在原有规定时间内完成财务审查，可能这些券商集体向证

监会提出了更长时间的延期申请。 同时，证监会也考虑到这些券商的困难，所以很可能将时间延至5月31日。

“我们确实近期接到了关于5月31日交报告的监管层电话，但这个传闻把意思都给拧了。 ”前述负责人表示，拟

上市公司在3月31日前完成自查的工作安排并未有任何调整，监管层最近的窗口指导则针对那些确实完不成自查

报告的项目，明确了先中止审查、随后补交自查报告的规定，补交报告的截止日期定在了5月31日。 关于IPO核查延

期的新闻并非第一次冒出来，此前也曾多次有消息指出自查可能会放松到4月中旬，但最终这些消息均被证伪。

事实上，完不成自查报告的排队公司应中止审查并非新规定，1月底就有不少中介机构和排队公司提出，难以

在3月31日前提交自查报告，建议延期提交。 对此证监会回应，如果确实出现在3月31日前无法提交自查报告的情

况，根据证监会审核流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可提出中止审查申请，待其提交自查报告并经审核后，证监会仍将对

该部分企业按比例组织抽查。 本次自查报告视作正式反馈意见回复，在规定时间内不提交自查报告，又未及时提

出中止审查申请的，将按程序对本次发行上市申请予以终止审查。

IPO启动存疑 4月后排队分化或加剧

而关于IPO的诸多传闻中，市场最为关注的是IPO重启时间表。 对此，证监会多次表示暂无时间表，但仍有诸多

细节表明，在自查结束后，有关程序将相应启动。

“有传闻说IPO启动提前，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针对本周市场传闻IPO启动时间点或为清明节前后，有消息人

士如是解读，IPO启动一直未有时间表，但31日递交结束、监管层复核再抽查，加上假期因素，清明节前有公司上市

的概率极低。 “IPO大考分为自查和抽查两个阶段，自查结束后，与其说直接有公司上市，不如说抽查和IPO相关程

序的推进可以并行不悖。 ”

目前，已有一大批企业正式递交自查报告，而一家已递交报告的拟上市公司董秘透露，“目前唯一能干的就是

等待”。 他表示，如公司未被抽查，预计从报告递交到收到反馈恐怕将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上市公司

只能按兵不动，“正好喘口气”。

一位投行人士则预计，进入4月后，排队企业状态将进一步分化：一部分已经过会的企业将陆续启动上市事

宜，有望率先上市；未被抽查企业则将按递交报告顺序陆续等待反馈，抢占上市时机；被抽查及中止审查的企业将

晚一步行动。

业内人士认为

介绍上市短期难实现

新三板分流作用有限

□本报记者 毛建宇

目前

IPO

排队企业有

841

家。新三板介

绍上市的提出被众多市场人士视为分流

新股“堰塞湖”的一条有效渠道。 业内人士

认为，介绍上市的正式施行还需出台一系

列配套细则，即便转板政策出台，对于已

经在排队等待上会的企业来说，新三板目

前的低估值及缺乏流动性等现状会让排

队企业意愿不高。 此外，排队企业前期已

付出高昂成本，因此其转战新三板并非良

策。总体来看，新三板分流

IPO

堰塞湖作用

有限，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

介绍上市短期尚难实现

根据证监会最新公布的

IPO

申报企业

情况，截至

21

日，

IPO

在审企业共有

841

家，

其中， 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

174

家， 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

667

家

（含

307

家拟在创业板上市企业）。

企业上市方面， 根据清科数据库统

计，

2013

年

2

月中国企业月度上市个数和

融资额均创下

2009

年

7

月境内

IPO

重启后

的新低。

2

月仅有

2

家中国企业实现

IPO

，上

市地均为香港主板，合计融资

2.64

亿美元，

平均每家企业融资

1.32

亿美元。

在此背景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总经理谢庚近期表示，新三板挂

牌的公司未来可通过“介绍上市”的方式

实现沪深交易所上市，即如果符合交易所

上市要求且不公开发行的，不再需要证监

会审核即可在沪深交易所上市。 清科研究

中心分析师王宇表示，由于介绍上市无需

证监会发审委审核，极大的简化了上市流

程，这给予了拟融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新的出路。

多位市场人士认为，介绍上市是分流

新股“堰塞湖”的一条有效渠道。 英大证券

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就提出，未来新三板公

司转板拟通过介绍上市模式挂牌，企业上

市无需证监会发审委审核，这对部分企业

增加了一定吸引力， 将分流一部分拟

IPO

企业转道新三板，进而减轻主板

IPO

“堰塞

湖”压力。

渤海证券场外市场总部总经理张福

生表示，新三板系统对扩大中小企业融资

渠道是非常好的补充， 但对缓解

IPO

堰塞

湖作用有限，难以实质影响堰塞湖问题。

张福生认为，介绍上市的具体落实还

需要出台一系列相关配套细则，而目前还

没有具体规则及规范， 包括转板门槛、新

三板流动性不足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

此外， 从实操层面来看近期也难以实现。

他说， 新三板实行的是非实质性审核，没

有盈利指标等财务门槛，也没有公开发行

的诸多严苛的条件，而交易所都有比较苛

刻的上市条件，新三板挂牌公司短期内难

以达到交易所上市条件。“因此，无论是从

规则制度还是实操层面来看，介绍上市近

期内难以实现。 ”

排队企业“转战”非良策

根据新三板相关业务规则，企业在新

三板挂牌不设财务指标，依法设立且存续

满两年、 业务明确且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有主办券商推荐并持

续督导的企业， 均可到新三板申请挂牌。

而按照沪深交易所去年修订的上市规则，

主板上市需要股本在

5000

万元以上，公开

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股

本超过

4

亿元的，这一比例是

10%

）；创业

板则要求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

万元，公司

股东不少于

200

人。

张福生介绍， 根据新三板交易规则，

目前每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东人数最多

35

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定向增资的

灵活性。 此外，新三板实行的合格投资者

制度使得其投资者结构与沪深股票市场

完全不同，“个人的证券金融资产必须达

到

300

万元，机构的门槛则是

500

万元。 ”张

福生说：“这使得新三板投资者的交易习

惯会更加理性， 其换手率相对

A

股市场也

会偏低， 因此公司股票价值可能被低估，

加上新三板流动性不足，新三板公司定向

融资会比较困难。 ”

张福生表示，估值偏低、融资额有限、流

动性不足等弱点使得拟在沪深交易所挂牌

上市的企业转战新三板的意愿降低，因为企

业在主板上市可能获得更高的估值、融到更

多的资金， 相对来说也利于企业未来的发

展。 “因此，目前来说，有条件的企业首选还

是选择在沪深交易所发行上市。 ”

王宇认为， 对于已经排队等待上会的

企业来说，由于前期已付出高昂成本，而且

新三板目前难以满足其融资需求， 同时通

过介绍上市实现转板还处于构想阶段，未

有相关政策及配套细则，短期内难以实现，

所以排队企业现在转战新三板并非良策。

■ 记者观察

建立财报

日常“体检”机制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过完这周，不少投行人士或许可以歇

口气了，持续了近一个季度的

IPO

在审企

业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自查阶段将告

一段落。 实际上，确保拟上市企业财务数

据真实准确是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的职

责所在， 核查应成为中介机构的日常工

作，而不仅是某一阶段的工作。

此次专项检查剑指发行市场一直被诟

病的财务信息失真、虚假及欺诈发行上市。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

济结构调整转型， 这些因素均不同程度地

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状况。 企业经营有波动

十分正常， 关键在于要如实披露， 客观表

述。 为强化和狠抓首发公司财务会计信息

披露质量，检查中介机构勤勉尽责情况，证

监会对

IPO

在审企业的财务报告集中开展

专项检查工作。 专项检查工作要求在审企

业及有关中介机构均应作自我检查。

对

IPO

在审企业的财务报告，不仅要

有专项检查， 更要建立日常的 “体检”机

制，以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

监管部门多次提出，新股发行审核要

从对盈利能力的实质性判断，向以信息披

露为中心转变。 这一转变有个前提，就是

发行人的财务信息必须是真实、 准确、完

整、及时，这是保障

IPO

在审企业信息披

露质量的基础和前提。

真实、准确、完整的财务信息披露，使

新股发行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公司价值，才

有利于资本市场定价功能的正常发挥。这

也是保护投资者知情权、投资者决策权的

前提和基础，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投

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发行人作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应

依法承担财务报告的会计责任、财务信息

披露的披露责任，确保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财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不过，在巨大

的利益诱惑面前， 难免有发行人粉饰业

绩、包装上市，希望通过虚假披露恶意圈

钱，绿大地就是典型例子。

在绿大地案中， 绿大地在招股说明书

和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年度报告中虚增

资产、虚增业务收入。 由于联合证券未勤勉

尽责， 未发现绿大地在招股说明书中编造

虚假资产、虚假业务收入，四川天澄门律师

事务所在绿大地欺诈发行上市时未勤勉尽

责， 未在法律意见书中说明其工作相关情

况， 未对绿大地相关资产的取得过程进行

完整的核实。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未勤勉尽责， 未发现绿大地为发行

上市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编造虚假资产、虚

假业务收入， 从而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

种种失职，使得绿大地通过包装顺利

上市，但最终没有赢家，公司负责人身陷

囹圄，相关投资者损失惨重，相关中介机

构也被证监会根据证券法及其他法律法

规，处以最高幅度的处罚。

因此，作为资本市场的“把门人”，保

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需要归

位尽责，时刻擦亮眼睛，保持对财务异常

信息的敏感度，防范利润操纵，切实履行

对发行人的辅导、 尽职调查和保荐责任，

严格按照执业标准出具审计报告、审核报

告和其他鉴证报告，切实提高执业质量。

对于中介机构帮助发行人过度包装、

合谋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监管部门应该

严厉打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借助司法

力量，坚决打击欺诈上市、恶意造假等违

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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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族公司“龙尾”躁动 “涅槃”行情一触即发（主）

本报记者 李若馨

2月8日，两市将有12家公司集体恢复上市，这也让“龙尾巴”上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成为不死鸟们集体重生的涅

槃之日。 这批多年“暂停”的公司中，公众股东被“关”最久的S*ST恒立早在2006年就暂停上市，时至今日已长达近7

年。虽然监管层已出台相关规则遏制炒作，但市场仍普遍预期，暂停上市公司的集体“重生”将引发市场爆炒。而在

此之前，T族公司近一周来的躁动表现已经奏响了不死鸟重生乐章的序曲。

12家公司前途迥异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除已经确定退市的*ST创智和*ST炎黄，以及将于8日回归的12家公司外，20家暂停

上市公司中，还有包括*ST朝华、S*ST聚友等在内的6家公司尚未确定恢复上市的具体日期，上述6家公司恢复上市

日期未能确定的主要原因是重组事宜仍在推进之中。

反观将于8日恢复上市的12家公司，虽然都顺利通过交易所审核成为新政后首批恢复上市的公司，但无论从

资产质地、财务质量，以及重组预期都不尽相同，有些甚至是天壤之别。 在12家公司中，重组已经完成的共3家，分

别是*ST丹化、*ST浩物和*ST关铝， 这三家公司恐怕是这批恢复上市公司中并表财务数据及公司未来走向最为确

定的。

以*ST关铝为例，背靠央企五矿，通过重组已成功从电解铝业务转型稀土冶炼分离，重组后主要资产为五矿赣

州稀土100%的股权和稀土研究院100%的股权。五矿对其的定位为：主营中重稀土分离及稀土研发业务。但市场对

其预期远不止于此。 公开资料显示，五矿旗下尚未注入*ST关铝的稀土业务或资产包括福建三明、湖南江华稀土以

及云南陇川稀土等稀土矿山企业，以及广州建丰、寻乌新舟、湖南兴华稀土等稀土分离企业，还包括五矿赣州稀土

发光材料、江西依路玛、五矿东林照明的发光材料及应用产品企业。 无论从企业数量、资产规模、业务类型等，五矿

都很有可能将其陆续注入*ST关铝，彻底解决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而五矿本部的稀土贸易业务，预计也会伴

随上述重组事项，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实际上，五矿方面早有计划将*ST关铝打造成为五矿稀土业务的投融资旗舰

平台。

相比之下，*ST北生的命运则显得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公司先是通过新老重组方施予援手赠予资产，力图调节

财务数据；然后又“傍上”曾折戟于IPO的德勤集团，但遭到公众股东的强烈反对；最终重组方案未能通过股东大

会，依靠前任重组方赠予的一块物业资产达到恢复上市条件。 早在*ST北生相中德勤集团为重组方之初，就有投行

人士戏称其为“寡妇配鳏夫”的买卖，最终被否也在情理之中。 根据*ST北生最新披露的审计报告，公司目前的盈利

支柱———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2011年盈利395万元，2012年盈利472万元。 未来，*ST北生恐怕难以依靠这部

分资产长时间存活在市场上。2012年三季报数据显示，公司每股净资产为-0.11元，无营业收入，原重组方郡原地产

在房地产再融资政策未放开之前，仍要支付一定的“养壳”费用，这意味着*ST北生恢复上市后仍有漫漫“寻主”之

路要走。

股东惜售仍赌重组

“如果没有达到心理价位，不会卖，时间成本太高。 ”多家恢复上市公司公众股东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不愿

意在恢复上市当日抛空手中的筹码。 根据交易规则，恢复上市首日股不设涨跌幅限制，因此，市场普遍预期12家恢

复上市公司于2月8日出现暴涨。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12家恢复上市公司中，停牌前股价最低的是S*ST恒立，2006

年暂停上市前公司的股价为1.12元/股； 停牌前股价最高的则是*ST大通，2007年停牌前价格为12.33元/股；12家公

司中停牌前股价低于5元/股的共有6家。 考虑到12家公司中不少公司的重组方向尚未明朗， 因此在一些投资者眼

中，这些都是低价的准原始股筹码。

“我甚至怀疑大股东是故意抛出一个不怎么样的重组方案，打压股价，收集筹码，随即启动新的重组。 ”一位

*ST宏盛的公众股东这样看待公司仍在预案中的重组。 根据公司的重组预案，*ST宏盛将用莱茵达租赁45%股权与

山国新能源、宏展房产、田森物流持有的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合计100%股份进行资产置换，资产置换差额部

分由公司发行不超过44800万股股份购买。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投资者发行不超过3200万股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定增价格为6.86元/股。 出于对大股东西安普明物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失望及不

信任，公众股东对于拟置入资产———山西天然气2009年、2010年、2011年2405.65万元、5414.62万元和1.22亿元的净

利润似乎并不满意，其中一部分股东甚至还心心念念的惦记着已经被宣告终止的与赣州稀土之间的重组事宜。

相比*ST宏盛股东的期待，*ST中钨股东对未来五矿旗下硬质合金资产注入的期待则更为脚踏实地一些。 虽然

为解决“五不分开”问题的重组事宜被证监会否决，但控制方五矿集团在2012年底紧急追加的承诺“在未来三年内

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中钨高新形成集钨矿山、钨冶炼、钨粉末、硬质合金及深加工的完整钨产业链，将中钨高新

打造成为五矿集团钨及硬质合金的强势企业”无疑继续给予市场以“五矿有意持续资产注入”的期待。 目前，五矿

旗下的硬质合金资产包括：株硬集团、自硬公司、*ST中钨、南硬公司、德国HPtec公司。 在此前被否的重组方案中，

除收购大股东27亿元资产外，同时配套融资9.11亿元用于主营业务发展及补充流动资金。据公司透露，原计划这部

分募资主要投向正是高端硬质合金切削工具领域。 虽然重组方案遭到否决，但恢复上市的*ST中钨持续发展动力

恐怕还需要解决上述高端化领域转型的融资问题。

T族公司整体躁动

受到暂停上市公司集体“重生”消息刺激的影响，2月1日以来，仍在交易的T族公司市场表现强于大盘。 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2月1日至7日，*ST板块整体上涨3.56%，ST板块上涨2.69%，同期沪深300上涨1.41%，上证综指上涨

1.39%。 仍在交易的47只ST个股中有31只跑赢上证综指，46只*ST个股中则有29只跑赢上证综指， 占比分别为

64.96%和63.04%。从连续几个交易日的日均数据来看，愈临近暂停上市公司的集体恢复上市日，T族公司的涨幅愈

是惹眼。

考虑到外界预期12家恢复上市公司将被爆炒，交易所方面对此似乎也有应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

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股票因暂停上市后恢复上市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自被实施风险警示措施

之日起，至该措施被撤销之日的前一交易日止，在风险警示板进行交易。风险警示股票盘中换手率达到或超过30%

的，属于异常波动，上交所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对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停牌时间持续至当日14:55。另外，虽不设涨

跌幅限制，但风险警示股票盘中临时停牌事宜参照新股上市首日盘中临时停牌的规定执行。 更为严格的一点是，

单一账户当日累计买入的单只风险警示股票，数量不得超过50万股。 深交所虽未设风险警示板，但在2月1日召开

会员工作会议落实新股交易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旨在吹风遏制市场爆炒恢复上市个股。

IPO财务核查

IPO启动存疑 4月后排队分化或加剧

而关于

IPO

的诸多传闻中，市场最

为关注的是

IPO

重启时间表。 对此，证

监会多次表示暂无时间表， 但仍有诸

多细节表明，在自查结束后，有关程序

将相应启动。

“有传闻说

IPO

启动提前， 这个说

法并不准确。 ”针对本周市场传闻

IPO

启动时间点或为清明节前后， 有消息

人士如是解读，

IPO

启动一直未有时间

表，但

31

日递交结束、监管层复核再抽

查，加上假期因素，清明节前有公司上

市的概率极低。 “

IPO

大考分为自查和

抽查两个阶段，自查结束后，与其说直

接有公司上市，不如说抽查和

IPO

相关

程序的推进可以并行不悖。 ”

目前，已有一大批企业正式递交

自查报告， 而一家已递交报告的拟

上市公司董秘透露，“目前唯一能干

的就是等待”。 他表示，如公司未被

抽查， 预计从报告递交到收到反馈

恐怕将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

段时间上市公司只能按兵不动，“正

好喘口气”。

一位投行人士则预计， 进入

4

月

后，排队企业状态将进一步分化：一部

分已经过会的企业将陆续启动上市事

宜，有望率先上市；未被抽查企业则将

按递交报告顺序陆续等待反馈， 抢占

上市时机； 被抽查及中止审查的企业

将晚一步行动。

IPO“大考” 倒计时 全员备战自查关

□本报记者 蔡宗琦

进入本周，

IPO

财务报告自查切换到最后的倒计时模式。 投行、

IPO

排队

企业和监管机构都进入全员备战阶段。

截至

21

日，

IPO

排队企业有

841

家。 随着

IPO

核查渐进尾声，“

IPO

核查将

延期”、“

IPO

重启提前”等各种传闻层出不穷，但在投行高管看来均不准确，

3

月

31

日仍是

IPO

大考最后期限，各项工作一直在按照既定计划向前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投行人士表示，自查与

IPO

启动并行不悖，在本周

自查结束后，部分先行递交报告的排队企业将静待证监会的反馈，以备随时

启动

IPO

相关程序。

企业名称

遵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铁观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千里马工程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东管电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瓦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浚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丰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南辉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摩德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打印店昼夜开工 全员备战倒计时

“我建议你去荣大采访吧，那里最

能反映现在

IPO

筹备的情况， 我们绝大

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经去那里做报告

了。 ”北京一家券商投行部的负责人在

接到中国证券报记者的电话时介绍，作

为北京最著名的招股说明书打印点之

一，简称荣大的荣大财务印务热闹与否

早已成为

IPO

市场兴衰的重要指标。

“由于本次

IPO

在审项目制作的反

馈、补年报及财务核查的工作非常集中，

我们制定了应急预案。 ”有荣大工作人

员介绍，办公地所在的金灿酒店为了保

证荣大的业务推掉了许多订单，将客房

改造成了临时的独立接待室，而由于客

户实在众多，荣大不得不将三四两层改

成了开放式公共办公区，让没有单间的

客户拼桌使用。“因为订餐、送餐、分餐还

要收拾打扫卫生实在太花时间，耽误客

户用餐影响进度，连提供工作午餐的环

节都取消了。 ”

一位投行人士抱怨， 有客户临时

表示希望转到荣大北京公司打印部分

材料，

18

日再与销售沟通时却得知本

月内的单间早已被一抢而空，“能捞到

张桌子就不错了”。

打印店

24

小时不休息的背后，是

投行和排队企业的超负荷工作。“我们

上周每天都干到半夜三四点， 投行和

事务所的人陪着我们连轴转。 ”一家刚

刚递交了自查报告的排队企业证券事

务代表表示， 自查报告的递交是阶段

性工作的分水岭， 一旦自查报告成型

并递交给证监会就意味着过了一道

坎，“比起那些连自查报告都没有写，

直接终止审查的企业来说， 我们起码

能获得中介的认可，没有硬伤。 ”

监管机构也满负荷运转。 一位保代

感慨，一天下午

5

点多赶至证监会交报告

时，同期有七八家公司在排队上交报告，

而接受自查报告的部门并没有下班的迹

象。本月的最后两天正好是周六日，证监

会更是向保荐机构和会计所发函， 表示

为了缓解中介机构报送压力， 这两天会

加班接收自查报告及相关申报材料。

路边消息满天飞 延期传闻被证伪

伴随着越发紧张的

IPO

核查进程，

市场情绪随着

IPO

的新闻起伏，相关传

闻不停冒出来。

“都是‘路边社’消息，真真假假我们

都有些闹不清楚了。”一家大型券商的投

行部负责人

25

日在接到中国证券报记者

的核实电话时一声长叹。

25

日，有市场传闻称，

IPO

在审企业

财务自查报告可延至

5

月

31

日。 有媒体

引用保代人士观点认为，不少券商手中

的项目超过

20

个或者企业大客户在海

外的，的确难以在原有规定时间内完成

财务审查，可能这些券商集体向证监会

提出了更长时间的延期申请。 同时，证

监会也考虑到这些券商的困难，所以很

可能将时间延至

5

月

31

日。

“我们确实近期接到了关于

5

月

31

日交报告的监管层电话，但这个传闻把

意思都给拧了。”前述负责人表示，拟上

市公司在

3

月

31

日前完成自查的工作安

排并未有任何调整，监管层最近的窗口

指导则针对那些确实完不成自查报告

的项目，明确了先中止审查、随后补交

自查报告的规定，补交报告的截止日期

定在了

5

月

31

日。关于

IPO

核查延期的新

闻并非第一次冒出来，此前也多次有消

息指出自查可能会放松到

4

月中旬，但

最终这些消息均被证伪。

事实上，完不成自查报告的排队公

司应中止审查并非新规定，

1

月底就有

不少中介机构和排队公司提出，难以在

3

月

31

日前提交自查报告， 建议延期提

交。证监会回应，如果确实出现在

3

月

31

日前无法提交自查报告的情况，根据证

监会审核流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可提

出中止审查申请，待其提交自查报告并

经审核后，证监会仍将对该部分企业按

比例组织抽查。本次自查报告视作正式

反馈意见回复，在规定时间内不提交自

查报告， 又未及时提出中止审查申请

的，将按程序对本次发行上市申请予以

终止审查。

2013年度已终止审查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申报企业名单（创业板发行监管部）

申报企业

北京电旗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北工控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路明发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圣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瑞风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恒基光伏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意宁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申达机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创毅讯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蓝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斯菲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和时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亚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速升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惊天液压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山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EM

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金海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元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华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思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宏发纵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德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万邦道路工程装备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瑞帆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建科机械（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终止审查企业名单（发行监管部）

数据来源：证监会网站

制表：蔡宗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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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调整场外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现决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调整万家中证

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外单笔申购最低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人办理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申购时， 单笔

申购最低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投资人通过代销渠道和本公司网上直销中

心办理万家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外申购时，单笔申购（含转

换转入）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单笔申购

（含转换转入）最低金额为

５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投资人参与万家中证创业

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

（含申购费）。

投资人如有疑问，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或致电本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审议，全体股东一致通过，选举毕玉国、马永春、吕祥友、吕

宜振、刘兴云、陈增敬、骆玉鼎为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其

中刘兴云、陈增敬、骆玉鼎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董事会成员中，毕玉国、刘兴云为上届董事连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的其他董事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本公司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在履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深

表感谢！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附：新任董事简介

董事马永春先生，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

科长，新疆通宝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新疆对外经贸集团总经理，新疆天山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董事吕祥友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任莱芜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科长、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董

事会秘书、天同证券风险处置工作小组托管组成员、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董事、鲁证期

货有限公司董事，现任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

资源部总经理、鲁证期货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吕宜振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 曾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主管、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总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

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

独立董事陈增敬先生，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博士研究生，教授，曾任山东

烟台十一中学教师，山东大学数学院讲师兼副教授，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

究所博士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保险系访问学者、兼职教授，山东大学金融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教授，山东大学数学院副院长（兼）、教授，现任山东大学

金融研究院院长（兼数学院副院长）、教授。

独立董事骆玉鼎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经济学博士，副教授，曾任上海

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银行系讲师，上海财经大学证券期货学院院长助理，美国国

际管理研究生院（雷鸟）访问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证券期货学院副院长兼副

教授，新疆财经学院金融系支教教师，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兼常务副

院长，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现任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关于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４

月

１

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

（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基金场内简称 南方中国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１２５

前端交易代码

１６０１２５

后端交易代码

１６０１２６

基金场内交易代码

１６０１２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暂停 相 关 业 务

的起 始 日 及 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投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投的原因

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４

月

１

日

（

复活节假期

）

为香港交

易所节假日

，

本基金暂停申购

、

赎回及定投业务

注：本基金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后端交易代码为

１６０１２５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因香港交易所节假日，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４

月

１

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并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

２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长城基金关于增加民生银行为

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基金”）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署的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销

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民生银行开始代理销售本基金。

重要提示：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开发售。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

及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上的《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长城久利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相关公告及法律文件。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民生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银行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长城基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８－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平安大华行业先锋基金份额的

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

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

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的十个交易日内，通过代销机构赎回本公司旗下的平安大华

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００００１

）

４９

，

９９９

，

０００

份。 本公司持有

上述份额期限均超过一年，但低于两年，根据《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赎回费率为

０．２％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的规定，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并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