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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记者 黄文成

本报1月12日讯 今日，
A股迎来四只新股上市，分
别是海辰药业、海利尔、清源
股份、和胜股份。四股中两股
两次遭到临停， 而海利尔则
是开盘即涨逾44%， 直接临
停至收盘。

今年以来， 新股发行提
速的同时，证监会针对IPO的
监管也越趋严格，IPO过会率
为73.33%，近三成被否。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企
业开始打IPO政策“擦边球”。
布雷尔利“闪电”般完成跨省
搬迁， 注册地从北京搬往国
家级贫困县保定市顺平县，
以期通过贫困县IPO绿色通
道实现上市。

新年首周三起IPO被否

2016年四季度以来 ，
IPO监管便开始趋严。

日前， 证监会副主席姜
洋表示， 证监会将加强对
IPO、再融资、并购重组等的
监管， 从源头上把好市场准
入关，杜绝脱实向虚，引导更
多资金流向创新创业领域。

据统计，今年以来，目前
已经有15家公司上会，其中，
3家被否，1家暂缓表决，过会
率为73.33%。另有数据显示，
2016年 IPO被否企业达 18
家， 其中12月份否决了5家。
此外， 还有50家企业在IPO
排队过程中被中止审查，78
家企业被终止审查。

专家认为， 这表明金融
监管水平持续提升， 也是保
护中小投资者的积极举措。
纵观2016年下半年， 尽管证
监会审核的速度不断加快，但
审核的标准并没有降低，反而
越来越严。

IPO加速创业板六连跌

今日， 创业板打破了股
灾时期的五连跌纪录， 创下
2012年3月份以来的最长连
跌纪录———六连跌， 同时也

创出本轮反弹以来新低。
有分析指出，在IPO监管

趋于严格的同时，IPO发行也
在加速。 这就使得创业板的
壳资源变得不再稀缺， 直接
导致创业板在近期出现六连
跌的走势。

据记者统计，截至1月12
日，今年以来7个交易日内已
有23只新股上市，平均每天3
只，其中创业板有8只；此外，
还有23只已经发行的新股等
待上市，其中创业板有8只。

在上周五（1月6日）下发
了14家公司的IPO批文，继续
保持了IPO“小而多”的特点，
14家公司累计募资不超过48
亿元！

此外，11日，证监会发审
委再度审核了5家公司的首
发申请。如此下来，小盘股势
将“泛滥”，这对于以小盘股
为“傲”的创业板来说，绝对
是雪上加霜。

布雷尔利“闪电”搬迁

1月12日， 据媒体报道，
新三板创新层的公司布雷尔
利“闪电”完成跨省搬迁。

根据全国股转系统资料
显示，布雷尔利于2016年12
月27日通过了变更公司注
册地址及名称的议案，12月
30日办理完毕公司名称变
更、 修改公司章程的工商登
记备案手续， 并取得了顺平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公司全称由“布
雷尔利 (北京)金属家居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布雷
尔利(保定)金属家居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

自2016年9月“贫困县
IPO绿色通道”推出后，不少
新三板企业纷纷宣布拟迁址
贫困县，然而截至2016年年
底， 真正完成迁址的不过寥
寥数家， 而这其中就有创新
层公司布雷尔利。 根据布雷
尔利的规划，在经过2017年
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之后，
于2018年初申报IPO， 谋求
中小板上市。

日均3只，新股上市飙出“加速度”
新年首周三起IPO被否，有企业“闪电”搬至贫困县走“绿色通道”

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布
2017年春节休市安排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
证券交易所12日公布2017
年春节休市安排。

休市安排如下：1月27日
（星期五）至2月2日（星期四）休
市，2月3日（星期五）起照常开
市。另外，1月22日（星期日）、2月
4日（星期六）为周末休市。

为保证春节后交易的正
常进行， 上交所定于2017
年2月2日（星期四）9：15至
11：30进行交易系统（含竞
价撮合平台、 综合业务平
台、 衍生品交易平台和固定
收益平台）连通性测试。

有关清算事宜将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的安排进行。 ■据新华社

华凯创意逾4.3万股
遭弃购

虽然， 新股发行在加速，
但中签率却仍然非常低。目
前已发行待上市的23只新股
中，中签率最高是中国银河，
仅为0.2081%，而其余新股中
签率均不足0.1%。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新股
发行加速，投资者依然是“一
签难求”的同时，几乎每只新
股都有遭弃购的情况出现。

1月11日， 华凯创意网
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
股 数 全 部 由 主 承 销 商 包
销 ，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43357股，包销金额为
225889.97元。 主承销商包销
比例0.141690%。更有甚者，1
月9日， 天马科技竟有9万股
遭弃购。

近日央视财经频道《交易时间》栏目，罕见痛批IPO发行加
速的现象：IPO在提速，投资却不赚钱！巨量融资谁会买单？

《交易时间》指出，上周五证监会再次核准了14家公司的上
市批文。而本周就有15家公司开启新股申购，这也意味着新年
以来，监管层几乎在以每周一批、每天3家左右的节奏，高速推
进着新股发行。

根据《交易时间》 栏目梳理发现，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以来A股有227家企业成功IPO，募集资金1496亿元。IPO
数量创五年来新高，但融资规模较去年有小幅下降。

此外，《交易时间》 还将A股与美股进行了对比。 美国
2016年有105家 IPO，是2009年以来最少的 IPO年份，较2015
年的170家下降了38.2%，而相较于2014年的275家，降幅超
过一半。整体来看，美国市场117年发行股票5000只，而A股
26年发行3000只。

媒体发声

央视痛批IPO发行提速

交易连线

基金连线

借道QDII“出海”避险 工银瑞信全球美元债起航

随着美元步入加息周期，美元
走强预期升温，近期来看人民币汇
率波动加大，投资者海外资产配置
的需求不断增加。许多聪明的投资
者选择了借道QDII基金“出海”，
其中美元债QDII产品备受青睐。
由于QDII额度有限， 目前很多美

元债产品处于暂停申购或限购状
态。据悉，工银瑞信及时为投资者
提供了出海“利器”———工银瑞信
全球美元债（QDII）于1月9日起发
行，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工行等银
行、 券商及工银瑞信官网进行认
购。 ■黄文成

“天弘配置宝发起式基金”正式被证监会受理

近日，由天弘基金申报的公募
FOF产品 “天弘配置宝发起式基
金”，正式被证监会受理。值得一提
的是，这是首批受理的FOF产品中
唯一一只发起式基金，意味着一旦
该基金正式获批，天弘基金将主动
参与认购，与首批尝鲜FOF的投资
者“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可见，天

弘基金对申报的这只FOF产品具
有较大的信心， 这主要得益于在
FOF投资标的的布局中， 天弘基金
已经提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2015
年，天弘基金抢先推出“容易宝”系列
指数基金，涵盖了宽基指数、主题、行
业、 策略等方面的19只指数基金产
品。 ■黄文成

资本市场风云变化热点频换，
把握景气向上行业的投资机会方
为上上之策。华夏行业景气混合基
金拟任基金经理陈虎认为2017年
A股市场预期逐渐向好， 当前对A
股市场的投资应遵循行业景气改
善和盈利修复的主线，沿经济企稳
超预期线索挑选景气周期行业，市
场结构性机会将有利于以行业景

气周期为投资逻辑的基金产品。
2017年初布局良“基”，有助于把
握全年行情。华夏基金目前正在发
行的华夏行业景气混合型基金正
是一只基于周期轮动理论，重点出
击景气周期改善或出现业绩拐点
的优势行业的基金。1月25日前各
大银行、 券商和华夏基金均有售。

■黄文成

2017年投资应遵循行业景气改善主线

相关新闻

截至1月12日，今年以来7个交易日内已有23只新股上市。

本报1月12日讯 长城信息今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根据本次换股
合并方案安排，长城电脑(000066)
向长城信息截至换股股权登记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发行
股份，换取该等股东所持有长城信
息的股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
后， 长城信息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长城信息A股股票已于2016年11
月1日起开始停牌。长城信息董事
会已向深交所提出股票终止上市
的申请，获得深交所的同意，深交
所于2017年1月18日对长城信息
股票予以摘牌，长城信息股票终止
上市。

■记者 黄文成

长城信息A股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