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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观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艳）

周三晚

间，证监会、上交所官网发布了与科创

板相关的多份文件， 科创板实施全貌

基本已完全勾勒

（详见本报昨日

A17

版）

。 多家机构观点认为，相关上市制

度、交易制度、投资者门槛超出市场预

期， 尤其是对未盈利的创新型未上市

企业， 显示出科创板具有较强的包容

性。

前 5日不设涨跌幅扼制新股炒作

此次科创板设立的最大看点即科

创板上市企业将由上交所负责审核，

证监会负责注册，并允许未盈利企业、

同股不同权红筹企业上市。 安信证券

指出，科创板引领注册制试点，是资本

市场的重大改革。一方面，科创板上市

标准多元化， 鼓励创新企业发展和价

值投资。另一方面，市场化竞争将促进

券商投行转型，进入“强者为王”的时

代，定价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

虽然科创板让未盈利的创新企业

上市成为可能，但财通证券指出，科创

板的上市标准实际上比创业板要高，

甚至高于主板， 这个标准也比市场预

期要高的。 深圳一券商投行人士也向

信息时报表示， 鉴于科创板的准入门

槛较高， 某种程度上科创板所试行的

注册制更接近于核准制。

“市场之前预计科创板的上市标

准可能是介于创业板和新三板之间

的。以净利润为例，科创板要求最近两

年累计扣非净利润不少于 5000 万，而

创业板的要求则是最近两年累计扣非

净利润不少于 1000 万，主板的要求则

是连续 3 年每年的净利润都必须大于

1000 万。“财通证券表示。

与注册制的试点相配套， 科创板

的新股发行将实行市场化定价， 如取

消了发行 23 倍的限制，所有股票都询

价发行， 同时新股上市后前 5 个交易

日不设涨跌幅， 之后设置 20%的涨跌

幅等。财通证券认为，该制度消除了一

二级市场的价差、 加大机构投资者定

价权限、加大新股炒作难度，无论是从

基本面层面还是交易层面都在尽力减

少新股爆炒现象， 新股爆炒的现象也

有望在科创板上消失。

引导长期机构资金进场

科创板也对个人投资者的门槛、

大股东及董监高的减持提出更高要

求。 根据文件，投资者准入门槛 50 万

元， 中介机构必须通过子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进行跟投， 且高管团队锁定期

延长到 3 年，3 年后仍然没有盈利的，

最多再锁定 2 年等。

多家机构表示， 中小投资者大概

率主要通过公募机构参与科创板。 如

财通证券认为， 这些措施将加大科创

板投资者的持股期限，鼓励长期投资，

有效的减少科创板的价格波动。 中信

建投也表示， 科创板要求投资者有相

关的经验，做好投资者保护，鼓励专业

投资者能够更加专业理性的展开投

资，这对投资者起到了保护作用。

不过， 也有人担心科创板的流动

性会因此受到影响。 有业内人士向信

息时报记者表示，当前整个 A 股市场

资金流动性低迷， 科创板的设立可能

将会对市场资金进一步形成分流，且

投资者门槛、 大股东减持限制等也都

有可能限制科创板的流动性。

对此， 前海开源基金总经理杨德

龙向信息时报记者表示，“为了保证上

市后公司的业绩股价表现， 科创板一

定会严格控制质量和数量， 不会让大

量企业集中挂牌上市。 新三板的教训

历历在目， 如果短期内让大量公司挂

牌上市，最后缺乏流动性，很难把一个

市场做起来。 ”

科创板推进实施超预期

新股爆炒现象或消失

科创板的推出，不仅为股票

市场引入优质标的，让投资者得

以分享时代增长的红利，而且有

望引入良性竞争，通过二级市场

资金选择，推动社会资源优化配

置、助力经济转型。 这是多元化

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一步，对资

本市场改革的推进有里程碑式

的历史意义。

———华泰证券

科创板允许尚未盈利的公

司上市，尚未盈利的企业上市能

够使得企业在生命的更早期获

得长期的股权资金，有利于企业

的孵化和发展。 其次，允许不同

投票权架构的公司上市，同股不

同权的结构能够保证创始人对

公司的控制，有助于激励创业者

持续通过创新来推动企业的发

展。 ———华金证券

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新兴

经济的发展需要融资模式的创

新，科创板等资本市场制度的创

新，正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融资

要求。 创新推动资本市场改革。

作为增量改革的前沿试点，科创

板的机制在不断改善成熟后，将

延伸至存量领域，资本市场活力

将增强。 ———中泰证券

科创板终于面目清晰地站到了

大家的面前， 此前市场的各种 “说

法 ”和“想法”也得到了证实或者修

正。尽管如今只是征求意见阶段，但

其中笔者最关心的创新和门槛，既

有意料之中的，也有意料之外的。

意料中的， 是创新步伐大。 若

将科创板中的发行制度 、 交易制

度 、 退市制度等与现行

A

股相应

的制度进行比较， 大家不得不惊呼

“步伐好大”， 其中也有谨慎之处 。

比如说注册制， 对市场来说这是个

全新的制度， 但细究起来， 科创板

由上交所负责审核， 证监会负责注

册， 或许只是审核下移一级、 用市

场化方式进行审核问询、 发行标准

相对放宽而已 ， 节奏似乎依然可

控， 发行会否最终完全交给市场主

体去执行和承担责任， 需要实施起

来才能见到真章 。 再比如

IPO

市

场化询价发行， 上市前

5

日不设涨

跌幅限制， 之后实行涨跌幅限制在

20%

， 而

T+1

交易制度不改， 这显

然也并不算 “大胆”， 有些举措在

A

股市场也曾经实施过。 如何在诚

信和法治相对有缺陷的眼下市场

中 ， 摸索出一条符合

A

股更好的

发展道路， 仍将任重而道远……

意料之外的， 一是退市制度不

再拖泥带水， 只要上市公司触发退

市条件就直接退市， 不设暂停上市

等缓冲期；二是投资门槛不算太高，

投资者最少资产要求只是

50

万元。

在笔者看来，前者应是

A

股市场投

机风气一直居高不下、 价值投资理

念总是反反复复的关键原因， 严格

退市对于投机者的震慑， 无疑将是

巨大的， 希望将来科创板试验成功

之后，能反过来被主板市场借鉴。后

者则让笔者有所担忧， 一旦科创板

中出现众多代表未来经济的好公

司，如果主板制度“不思进取”，则现

在存量资金的分流，仍将可能出现，

这是眼下主板投资者决策时需要多

加考虑的地方。

当然， 这是以眼下主板思维对

科创板进行的思索， 未来在科创板

设立并逐步升级之后， 或许这些都

不会存在。只是资金逐利的本性，不

管什么时候都难以改变， 投资者操

作理念的演变， 将会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笔者相信，随着“全新”的科创

板的到来， 当首发股票上市不再只

有上涨一途 （可能上市就破发）；当

造假上市、财技粉饰 、违规信披 、内

幕操纵等等受到严厉惩戒； 当退市

成为“脏乱差”的上市公司头上一把

悬剑， 投资者在买入股票之前的理

性分析，就将成为一种不用“命令 ”

的自觉行为，那时，我们常说的成熟

市场，就会真正到来。

王方

信息时报讯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

虽然近期预亏 10 亿、20 亿元， 甚至 50

亿、70 亿元的业绩预告此起彼伏，让业

绩预告期似乎成了“地雷爆发期”，但已

经披露业绩预告的近 2500 家上市公司

中，也有 600 多家公司预告净利润增幅

下限超过 50%， 一些优质公司成长良

好。

以沪市为例， 至 1 月 31 日业绩预

告截止日， 有近 550 家公司披露了

2018 年度业绩预告，其中预增、预盈公

司约 310 家，预减公司约 130 家，预亏

公司约 110 家。 扣除本次预亏的公司，

沪市仍有 1350 家左右实现盈利， 占比

90%以上。 总体看，2018 年上市公司受

整体经济环境影响， 预亏预减公司相

较上年有所增加， 但整体业绩仍然保

持平稳。

统计显示，至 1 月 31 日，两市合计

有 2473 家公司披露业绩预告， 占到目

前上市公司总数的 68.7%。 披露业绩预

告的公司中， 有 602 家公司预计 2018

年净利润增幅超过 50%，预计净利润增

幅超过 30%的公司达到 789 家，占到样

本总数的 32%。

东方新星以 59 倍至 62 倍的净利

润同比增长率，成为两市的业绩“预增

王”。 公司 1 月 22 日公告，预计其 2018

年净利润可达 6.62 亿元至 6.92 亿元，

而公司此前在三季报中披露的预计情

况仅为盈利 1430 万元至 1970 万元。

中科新材、国际医学、海航投资、三

特索道、沙河股份、鲁亿通、山西焦化等

20 多家公司预计 2018 年利润增幅在

10 倍以上。 以鲁亿通为例，公司日前预

告 2018 年盈利 4.5 亿元至 4.6 亿元，同

比增长约 15 倍。 据公告，报告期内，公

司运营稳定， 各项业务持续向好发展，

公司成功收购广东

昇

辉电子，标的公司

收入、 净利润方面保持较快的增长，且

与公司业务协同、相互带动，导致业绩

较上年大幅增长。

商誉“雷声”难掩业绩喜色

逾 600家上市公司预增超五成

市场观察

“科创板时间”中

要思考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