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核发中国核电等

23家企业IPO批文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消息，22日，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准了23家企业的首发

申请。 这些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别与沪深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

程，并陆续刊登招股说明书。

23家企业中，上交所5家，包括：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中小板7家，包括：多喜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金发拉比

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凤

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11家，包括：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星

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华

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阜

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预案直通披露后

“停牌10日”事后审核制度保留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针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实施后所实行的公

告预案后10个工作日内继续停牌

制度将于2015年5月23日到期的

问题，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22

日表示，为加强信息披露监管，防

范“忽悠式” 重组等行为，继续保

留重组预案直通披露后停牌10个

工作日的事后审核制度。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 于2014年11月23日正

式实施后，对不需要行政许可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证监会

设立半年过渡期，实行公告预案

后10个工作日内继续停牌制度。

按此安排， 过渡期将于2015年5

月23日到期。

针对过渡期结束后的后续监

管安排，邓舸表示，《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于2014年

11月23日正式实施后，证监会于

2014年11月28日就《重组办法》

的过渡期方案进行了说明， 要求

交易所对不属于行政许可的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取消事

前审核， 纳入信息披露直通车范

围，同时设立半年过渡期，在过渡

期内实行公告预案后10个工作

日内继续停牌制度。 半年来的实

践表明， 上述延迟复牌制度起到

了良好的效果， 如在过渡期内发

现重组预案存在重大问题， 监管

各方可及时叫停重组方案， 有效

避免了“忽悠式” 等不实重组方

案因直通车披露后立即复牌可能

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邓舸表示，按照前期安排，非

许可类重组的过渡期将在2015

年5月23日到期。 为进一步贯彻

“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监管理

念，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过渡期

结束后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监管

机制做出安排。

关于非许可类重组预案披

露， 为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防范

“忽悠式”重组等行为，在过渡期

结束后， 继续保留重组预案直通

披露后停牌10个工作日的事后

审核制度。 关于许可类重组预案

披露，为提高并购重组效率，增强

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责任意识，

参照非许可类重组预案， 将许可

类重组预案披露一并纳入直通车

披露范围， 并实施相同的事后审

核机制安排。

证监会优化股票发行

行政许可程序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22日表示， 为落实国务

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的精神，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总

体要求，在不改变现行法律法规和证监会关于发行审

核程序规定的前提下，证监会采取措施进一步优化工

作流程、规范工作要求，以进一步体现市场化要求，方

便企业，便利申请人办事。

一是简化见面会方式。改进审核环节中见面会的

方式，由目前在反馈意见后，将发行人高管和保荐机

构分批集中至发行部，当面宣讲审核程序和纪律要求

的形式，简化为以书面形式将审核程序和相关要求告

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的形式。

二是优化再融资安排。 优先股实施快速审核机

制，减少排队等待环节；对运作规范、市场表现良好的

上市公司，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取消反馈环节，

可以不再要求发行人到发审会上接受询问，15个工

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三是完善中止审核程序。调整了前期市场条件下

实行的财务资料过有效期即中止审查的做法，对符合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应中止审查的

情形企业实行中止审查，财务资料过有效期的，在企

业补充审计报告期间不再中止审查。 同时，在财务资

料允许延长一个月的有效期内， 均正常安排初审会、

发审会及核准发行，不再中止初审会和发审会。

四是依法处理举报事项。举报事项是审核关注的

重要内容，对举报事项坚持依法核查的要求，对发行

上市不构成实质影响的举报事项， 在依法核查的同

时，不中止相关的审核程序。

五是企业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基础上，可自主确定

公众股发行比例。 在坚持低价持续发行的原则下，企

业可按照实际资金需求量提高拟发行的公众股比例。

六是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主确定主承销商

数量。参照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做法，取消首发联合主承

销商家数限制，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聘请主承销商。

另外，证监会还对发行审核内部工作安排作了进

一步优化，如进行分组反馈，完善了诚信档案查询方

式，简化了核准办文程序等，以进一步提高审核效率。

邓舸指出，下一步，证监会将以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为契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的工作，加强和改进股票发行上市监管。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7月1日启动

初始额度为资金进出各3000亿元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

22日就开展内地与香港基金互

认工作正式签署《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关于内地与香港基

金互认安排的监管合作备忘

录》，同时发布《香港互认基金管

理暂行规定》， 自2015年7月1日

起施行。

根据现有制度安排， 基金互

认的初始投资额度为资金进出各

3000亿元人民币。 内地基金与香

港基金的互认标准是一致的。 根

据初步测算， 符合互认标准的香

港基金有100只左右， 内地基金

有850只左右。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表

示， 在全球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

背景下， 跨境投资管理和跨境基

金销售活动日趋活跃， 内地与香

港在金融产品及服务方面的合作

不断深化， 有必要建立内地与香

港基金产品互认的平台， 促进两

地基金市场的共同发展。近年来，

在内地与香港基金行业持续稳健

发展的背景下， 两地监管机构已

建立了友好的协作关系， 这为互

认框架下双方进一步增进互信与

深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邓舸指出， 在当前的市场形

势下， 推出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

的条件已经具备。 沪港通试点以

来，一直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为基

金互认的推出实施起到了良好示

范作用。基金互认是“场外市场”

的互通互联， 每一只互认基金需

经法定程序后才能实现跨境销

售，两地监管机构关于“通过基

金互认实现两地市场互利共赢”

的出发点一致， 并就稳步均衡推

进互认基金准入工作以确保资金

流出入保持基本均衡达成共识。

根据现有制度安排， 基金互认的

初始投资额度为资金进出各

3000亿元人民币。

邓舸表示， 内地与香港两地

基金互认的实现， 一方面通过引

入境外证券投资基金， 为境内投

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产品，

更加多层次的投资渠道， 更加多

样化的投资管理服务， 同时也有

助于境内基金管理机构学习国际

先进投资管理经验， 促进基金行

业竞争； 另一方面通过境内基金

的境外发售，（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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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小股东操碎心

股价涨到老板心慌

从大数据到互联网+，充

斥着各种概念的中小创龙头

公司股价如脱缰野马。 示范效

应下，实力派小股东急于向上

市公司管理层灌输“新商业思

维” 。 不过， 不少被中小股东

推着跑的大股东已明显感到

股价透支业绩，逐步抛售手中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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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连线

连平：信贷资产证券化应多点“出击”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增5000亿元信贷资产证

券化试点规模。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处

于下行周期，尽管信贷需求依然增长，但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不断

降低，放贷更趋谨慎。 如果商业银行把大量存量优质信贷资产卖出

去，可能不太容易再找到相应的、安全的优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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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解盘

下半年A股料慢牛前行

近日大盘震荡上攻，市场人气活跃。如何看待下半年A股走势？

由资金撬动的行情能否持续？本周财经圆桌邀请招商证券研发中心

策略主管王稹、国金证券策略分析师李立峰、中投证券深南大道营

业部投资顾问黄梓章三位嘉宾，共同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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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视野

竞购大战硝烟弥漫

诺基亚地图成香饽饽

自4月中旬诺基亚正式宣布考虑出售地图业务以来，多家IT和

汽车业龙头企业加入竞购战。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作为移动互联网

时代重要的流量入口，地图导航业务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诺

基亚地图的竞购也折射出全球科技业和汽车业两大阵营对未来汽

车“方向盘”的控制权之争。

公共服务领域将推广PPP模式

国办转发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

意见》，对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双引擎” ，在改善民生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作出重要部署。

强势风重启 小牛再扬蹄

本周“新股魔咒”并未应验，“二八”轮动上涨，指数不断上攻。分析人士指

出，短期来看，大盘的强势上攻过程并不会结束，但“中小创” 的涨升节奏将会

放缓，内部的分化也将进一步加剧。

沪指站上4600点 两市成交逼近2万亿元

“天量”成交引风格快速切换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延续强

势。 上证综指站上4600点，再度创出七年

多新高。 与此同时，两市成交逼近2万亿

元大关，改写历史天量纪录。 继此前小盘

股独领风骚后，周五市场风格再次出现快

速切换，蓝筹军团重回资金风口，成为市

场新的“带头人” 。

本周沪深两市有20只新股密集申

购，不过场内流动性充沛，市场安然度过

“打新潮” 。周五，伴随着第一批打新资金

解冻回流市场， 大盘再度迎来百点上攻。

当日上证综指以4584.98点大幅高开，全

天都在红盘区域运行。 盘中沪指下探

4562.99点后开始震荡走高， 轻松突破

4600点整数位。 午后沪指上摸4658.27点

的七年新高， 随即以接近这一点位的

4657.60点报收，涨幅达2.83%。 深证成指

走势表现稍弱，收盘报16045.80点，涨幅

为1.09%。 创业板盘中创出3618.24点的

历史新高后回落整理，收盘报3516.63点，

跌幅为0.31%。

沪深两市超过1500只交易品种上

涨，明显多于下跌数量。 不计算ST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近260只个股涨停。

建筑工程板块出现在领涨位置，且整

体涨幅高达逾4%。 石油燃气、供水供气、

煤炭三板块涨幅也超过3%。 当日仅有IT

一个板块逆势告跌，且跌幅十分微弱。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股指强势上行，

沪深两市大幅放量，分别成交10072亿元

和9877亿元，以近2万亿元改写历史天量

纪录。 分析人士表示， 一方面， 考虑到

4500点上方的套牢筹码较多， 沪市量能

快速放大突破万亿大关， 为股指冲击前

高提供了充沛弹药， 形成了 “天量上

攻” ；另一方面，创业板指数昨日大幅波

动，其成交额达到2210.48亿元，同样刷

新历史天量，反而出现“天量巨震” 。“天

量” 成交引风格快速切换可能意味着市

场风格短期会再度偏向蓝筹阵营， 而连

续冲高后成长军团内部将出现一定程度

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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