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银行

50

亿金融债发行完毕

南京银行今日公告称， 该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至

2012

年

9

月

3

日顺利完成了 “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金融债券” 的发

行工作。 该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

50

亿元， 分

为两个品种。 品种一为三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规模为

35

亿元， 票面年利率为

4.10%

； 品种

二为五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规模为

15

亿元，

票面年利率为

4.30%

。 南京银行表示， 本次债

券发行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持小微企业信贷

业务。 （伍泽琳）

华夏银行

发布新电子银行品牌

华夏银行日前发布全新电子银行品牌———

“华夏龙网”， 银行电商领域争夺战进入新高

潮。 华夏银行网上银行能够让用户自行在线管

理银行账户、 在线自助申请开通基金、 办理三

方存款等许多银行业务。 （许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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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呼吁建立转板机制

业内人士表示，地方股权交易市场不是“四板”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新三板扩容之后， 关于各地股

权交易市场与新三板之间的竞争关

系如何演变， 哪个市场更能满足企

业的融资或套现需求等诸多话题，

受到了市场各方的关注。

与此同时， 接受证券时报记

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 地方股

权交易市场希望未来能够建立转

板上市的机制， 这有助于企业长远

发展。

地方股权市场不是四板

2

年前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曾经

被定位为替创业板和新三板输送

血液的 “四板市场”。 业内人士认

为， 新三板扩容后， 将会形成区

域性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整体系，

即由主板、 二板

(

创业板

)

、 新三

板、 四板

(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

组

成。 而股权交易中心定位为 “四

板”， 也就相当于是新三板和创业

板、 中小板、 主板等更高层级板

块的 “预科班”。

“之前， 在监管部门内确实有

过这样的表述， 认为我们是四板。

但现在不再这么表述了， 也不存在

三板、 四板之说， 因为它们之间的

服务对象、 功能和服务条件都是一

样的， 我们和创业板之间确实存在

层次之分， 但我们和新三板是处在

同一层次的， 没有区分。” 上海股

权托管交易中心总经理张云峰表

示。 实际上， 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的

交易对象是 “两非一高” 企业： 即

非上市———没有在沪深证券交易所

公开发行上市； 非公众———股东人

数在

200

人以下； 高成长———具有

较高成长性的企业。

那么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和新三

板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 “是有

竞争关系， 但我们的态度是明确

的， 即鼓励企业上新三板， 尽量

让更多的企业上新三板。 在这一

点上， 上海股交中心明确要为新三

板让路。” 张云峰表示， 企业有充

分的自由， 既可以选择在上海股

交中心挂牌， 也可以选择在新三

板挂牌。

在竞争问题上， 上海股交中心

认为， 自身不仅仅是公司制的交易

市场， 也更是承载着很多行政职能

的交易平台， 比如此次推进首批新

三板企业挂牌。 张云峰表示， 新三

板和上海股交中心的竞争关系很

小， 二者的竞争主要存在于张江园

区。 而上海股交中心面向的企业包

括张江园区以外广泛的中小企业，

因此不会产生激烈竞争。

“上海股交中心的态度很明确：

一是支持张江园区企业在新三板挂

牌； 二是， 企业上不上新三板由企

业自己决定， 如果在上海股交中心

已经挂牌的企业提出要转新三板，

上海股交中心必定会大力支持。” 张

云峰表示， “截至目前， 上海股交

中心内的挂牌企业中已有十几家具

备转到新三板的条件。 但上海股交

中心还没有得到任何企业要转上新

三板的消息。”

各市场融资能力存差异

日前监管部门相关人士赴上海股

交中心进行调研， 其中一项议题就是

有关上海股交中心成立以来表现出的

融资能力。

实际上， 对于拟挂牌企业来说，

考虑在哪个市场挂牌之前， 企业首先

要弄清楚自身的需求， 即去哪里挂牌

最符合企业发展的需求。 总体来看，

这些企业挂牌主要有两个目标： 一是

融资， 二是套现。

从交易情况看， 新三板成立

7

年

以来， 挂牌企业为

127

家， 而上海股

交中心成立

5

个月挂牌企业达

24

家———由于有部分企业股改不满一

年， 实际可交易的挂牌企业为

12

家，

由此可见， 新三板可交易对象数量远

远高于上海股交中心。 但是， 若按

照单个公司单月交易量来计算， 则

相差较大， 上海股交中心挂牌企业

平均每月交易量为

230

万元， 而新

三板挂牌企业平均每月交易量只有

40

万元。

其次， 从市场活跃程度来看， 新

三板

7

年的交易量为

21

亿元， 其中

有

80%

来自申银万国推荐挂牌的企

业。 而整个新三板市场， 能实现撮合

功能的只有申银万国证券一家券商。

其他众多券商则缺乏相应能力， 这造

成整个新三板市场有高达

80%

的交

易量来自一家券商。 对新三板市场

而言， 这种表面的市场活跃度并不

是靠机制来实现的， 而是靠人去做

的。 而上海股交中心并不存在这一

情况， 张云峰表示， “目前， 上海

股交中心的挂牌企业， 如果价格合

理， 不需要撮合就可以卖出去。 目前

主要的问题是有些企业价格偏高， 特

别是原始股”。

从交易的市盈率来看， 新三板的

平均市盈率是

9

倍， 上海股交中心剔

除极端市盈率公司之后的平均市盈率

是

66

倍， 远高于新三板企业。

从融资量来看， 新三板

127

家企

业

7

年融资总量为

17

亿。 上海股交

中心

12

家可交易的企业合计实现融

资总量为

3.06

亿元。 而武汉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自

2011

年

11

月揭牌运行

以来至

8

月

10

日， 托管登记企业总

数达

181

家， 共为

19

家公司办理了

23

笔股权质押融资业务， 实现质押

融资总额达

33.1

亿元； 目前股权挂

牌交易企业

21

家， 并通过柜台交易

的方式进行了交易， 共成交

2599.58

万股， 成交总金额

1.6

亿元。

天津股权交易所相关人士表示，

截至

8

月

31

日， 天津股权交易所运

营近

4

年， 累计挂牌企业数量已经达

到

192

家， 市场总值超过

200

亿元，

挂牌企业覆盖

22

个省市， 注册投资人

15242

个， 平均市盈率

8

倍。

呼吁建立转板机制

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希望未来能够

建立转板机制， 帮助企业运作上市，

实现更大的发展。

张云峰表示， 企业从上海股交中

心再转到新三板， 重走一遍流程， 对

企业来说增加了成本。 “我们希望在

上海股交中心挂牌的企业去新三板能

够顺畅， 上海股交中心目前也在研究

实现从上海股交中心转板的可能性。”

“上交所入股上海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 对上海股交中心具有重要意

义， 有利于股交中心借鉴上交所的运

营经验。” 张云峰表示， “这也为未

来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的企

业建立转板上交所的机制提供了可

能性。”

针对转板机制问题， 天津股权交

易所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 在天津股

权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部

分挂牌企业在市场的孵化培育下快速

发展， 上市需求愈发迫切。 天津股权

交易所针对这种需求， 在境内上市培

训服务的基础上， 启动了挂牌企业海

外上市培训服务。 目前， 在天津股权

交易所摘牌并运作上市的企业已经达

到

15

家， 已经有部分企业开始运作

走向海外资本市场。

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表示， 虽然目前关于地

方股权交易市场的法律地位和监管

政策仍不甚明朗， 但中心一直坚持

积极开拓市场， 培育挂牌后备企业资

源。 共举办了

20

多场次推介会和培

训会累计走访企业

130

多家次， 储备

了一批挂牌后备企业资源。 武汉股

权托管中心也希望本地区的企业踊

跃参与市场， 通过到中心来挂牌交

易， 缓解企业融资困难， 帮助企业

尽快成长壮大， 进而实现转板上市、

做大做强的目标， 助推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

场外交易市场

应淡化分层强化合作

证券时报记者 谢楠

随着新三板扩容得到落实、 券

商参与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的规则进

一步明确， 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和新

三板市场正迎来蓬勃发展契机。

然而， 对于不少挂牌企业的高

管来说， 他们并没有搞清楚挂牌新

三板与挂牌地方股权交易市场有何

区别， 对企业有何影响。 比如， 很

多挂牌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的企业认

为该平台是 “四板” 市场， 新三板

扩容消息一出， 一部分企业甚至想

办法转板到新三板； 同时， 也有新

三板挂牌企业认为新三板市场流动

性不足、 融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

足， 而某些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的交

易功能和融资功能要好很多。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 无论是新

三板挂牌企业还是地方股权交易市

场挂牌企业， 从各项指标看， 绝大

多数不满足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条

件。 对企业来讲， 若短期内无法实

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IPO

）， 融

资需求更为急迫， 很多企业挂牌后

仍处于资金匮乏状态。

由于地方股权交易市场与新三

板是两套并行的柜台交易系统， 在

企业挂牌和政策监管上不存在交

集， 企业选择前者就必须放弃后

者， 这种选择性困局的背后是我国

场外市场建设博弈的结果。

先看新三板的发展历程。

2006

年， 中关村非上市公司股份报价转

让试点启动标志着新三板市场发展

大幕拉开。 今年

8

月份新三板扩容

推进， 首批新三板扩容试点园区为

上海张江、 武汉东湖和天津滨海。

再看地方股权交易市场， 早在

2008

年和

2010

年， 天交所和重庆

股份转让中心两家场外股权交易市

场分别成立， 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明

确表示其主要职责是为企业在新三

板挂牌服务； 而天交所的定位是为

全国性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市场；

今年

2

月份刚开业的上海股交中心

则是致力于与证监会监管的证券市

场实现对接， 除为挂牌企业提供定

向增资、 重组购并、 股份转让等服

务外， 还努力为挂牌企业实现转

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上市和新

三板挂牌。

笔者对新三板和地方股权交易

市场作了梳理后， 发现地方股权交

易市场之一的天交所在地域范围、

挂牌总量、 交易流动性和制度设计

等方面都达到相当的高度， 单纯的

一家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在灵活的交

易制度下的发展势头已不逊色于新

三板市场。

既然新三板与地方股权交易市

场是并道发展的格局， 首先就要撇

开平台层次论， 不能简单地认为我

国的场外交易市场是由高层次的新

三板扩容后的全国性场外市场与低

层次的地方柜台市场构成， 地方股

权交易市场也不能仅仅是 “为新三

板服务” 的陪衬。

从海外成熟市场的发展历程

看，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是适应

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演化， 固

然需要一定的层次性。 但就国内场

外交易市场的发展看， 无论是新三

板市场还是地方股权交易市场， 发

展程度都较低。

另外， 两大场外交易市场的投

资者准入门槛有待降低， 做市商制

度尚未引入， 转板制度也没有确立。

近年来， 新三板和地方股权交易市

场在制度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但依然不能有效解决众多中

小企业的股权挂牌上市难题， 企业

融资结构也没有得到充分优化。

其实， 无论对新三板还是地方

股权交易市场， 归根结底都要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资本培育的问

题。 因此，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场外交易市场的变革之路才刚启

程， 新三板和地方股权交易市场应

该在适当性的竞争下谋求合作共赢

发展。 比如， 地方股权交易市场不

但要满足各地区企业的股权挂牌交

易和融资的需求挂牌； 还可以进一

步探讨 “双向挂牌机制”， 让中小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实现顺畅

的平台互转， 新三板挂牌企业在企

业自身发展模式下也可以转向地方

股权交易市场挂牌。

对于目前我国场外交易市场建

设而言， 适当性的竞争是保证市场

健康发展的动力， 合作机制的建立

更有利于实现场外交易市场统一和

分层。

康岱生物冀望借道场外市场转板

证券时报记者 谢楠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开业半

年有余， 成交逐步活跃。 截至

8

月

末， 已有

24

家企业在上海股交中

心挂牌， 上海康岱生物医药技术成

为该中心最新挂牌企业。 针对公司

经营、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PE

）

入股和挂牌平台选择等问题， 康岱

生物董事长丁邦向记者表达了企业

的心声。

期待未来转板

资料显示， 康岱生物主要为

国内生物医药制药企业提供从生

物药品前期开发、 中试工艺开发、

送审和临床样品制备到国家药监

局临床和新药申报材料等全程技

术外包服务。 该公司已成功地为

安科生物、 先声药业等多家医药公

司提供了生物医药研发服务。

“康岱生物未来将研究重点集

中在优化药和原创药两个方面。 我

们希望公司能够尽快实现产业化，

但是这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巨大。 从

国外经验看， 在美国申报一个新药

平均需要

10

到

13

年， 投资总量按

10

亿美元数量级来计算， 这超出我

们正常融资能力， 因而需要更大的融

资平台， 比如创业板， 以帮助企业

走到产业化阶段。” 丁邦表示， 希望

该公司能够借助上海股交中心的支

持实现大发展， 进而为企业未来转

板到创业板、 中小板上市打好基础。

谨慎接受

PE

投资

康岱生物属于生物医药类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 从国内目前生物医

药类企业的情况看， 虽然生物医药

类企业新药研发成功后回报率超

高， 但国内企业新药研发成功率普遍偏

低， 资金需求大。

业内人士认为， 资金支持对生物

医药企业异常重要， 很多企业未能取

得成功， 即因资金链问题， 因此生物

医药一定要和资本市场紧密结合。

而由于生物医药行业的超高回报

率， 该行业也是近年来

PE

投资的热

门行业之一， 但是康岱生物在和

PE

机构交往过程中却比较谨慎。

对此， 丁邦表示， “挂牌前国内

很多大牌

PE

都找过我们”。 但由于

PE

目的性明确， 它们可能会在某些

方面帮助企业， 但更明确的目的是低

价入股以在将来得到几倍甚至几十倍

的回报。 有鉴于此， 目前康岱生物还

没有真正让

PE

介入。

不急于融资

“上海股交中心的资本嫁接功能

吸引了企业， 成为我们挂牌的首选平

台。” 丁邦表示。

康岱生物董秘胡文元表示， 康岱

生物管理层大多做技术出身， 对资本

运作不熟悉， 而该公司成立之初就与

上海股交中心建立了互动机制， 互相

了解较多。

“上海股交中心深入到企业层面，

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规范、 受社会认可

的交易平台。 我们希望通过此平台作

为前期辅导， 帮助企业在新药研发的

后半段， 特别是产业化过程中顺利融

资， 同时也能为公司转主板或者创业

板奠定较好的基础。” 丁邦表示。

在企业的定向融资方面， 丁邦

表示， 该公司目前的现金流比较充

沛， 挂牌不是为了急于融资。 以后将

会根据该公司的发展情况， 再考虑通

过上海股交中心这一平台适时启动融

资计划。

山西证券获准开展

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试点

山西证券今日公告称， 该公司日前收到中

国证监会批复， 同意该公司开展债券质押式报

价回购业务试点。

在试点初期， 该项业务的试点营业部数量

为

1

家， 规模为

1

亿元， 融入资金全部用于银

行协议存款； 试点运行

1

个月后， 山西证券可

在履行相关报备程序后扩大试点营业部数量，

业务规模上限可逐步扩大至

10

亿元；

3

个月

后可在履行相关报备程序后扩大融入资金投资

范围。 （伍泽琳）

国元证券获准开展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试点

国元证券今日公告称， 该公司近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批复， 对国元证券开展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业务试点以及该公司的业务实施

方案无异议。 在试点期间， 该业务规模在不

超过该公司净资本

15%

的基础上， 由该公司

自主确定。 试点结束后， 如试点运行良好、

达到预期效果， 该公司可以根据相关监管规

定扩大业务规模。 （伍泽琳）

中信证券将参股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中信证券今日公告称， 该公司将参股前海

股权交易中心 （深圳） 有限公司， 参股比例为

30%

， 出资总价款不超过

1.5

亿元。

根据日前证监会发布的券商可以参与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的征求意见稿， 证券公司以股

权方式参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 应该按规定扣

减净资本。

长江证券分析师刘俊表示， 深圳前海的发

展有利于中信证券把香港

H

股筹资的资金在

前海区域使用。 此外， 随着券商参与区域性股

权交易市场征求意见稿的出台， 表明区域性股

权交易市场即将成批推出。 （伍泽琳）

巴基斯坦银行业

推出首张银联卡

昨日， 中国银联宣布， 即日起到今年年底

前， 巴基斯坦最大的

ATM

网络

1Link

旗下的

全部

ATM

将逐步受理银联卡， 另外， 巴基斯

坦当地一家银行

Faisal Bank Limited

（

FBL

）

已推出该国首张银联卡。

银联表示，

1Link

的

ATM

网络规模占该

国总量的九成以上，

FBL

则是该国十大银行之

一。 银联称，

1Link

开放

ATM

网络接受银联

卡之后， 其他当地

ATM

机构也将陆续开通银

联受理， 年内银联卡在该国将实现取款全面

覆盖。 银联还称， 年内将实现银联卡在巴基

斯坦刷卡消费， 届时

8000

家商户可使用银联

卡支付。 （蔡恺）

光大银行携手中国银联

发力移动金融

日前， 光大银行与中国银联在北京签署移

动金融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约定在移动支付、

安全支付控件、 移动商圈、 智能卡等领域开展

深度合作。 与中国银联的合作， 将会进一步巩

固光大银行在移动金融领域的领先地位， 光大

银行客户将享受到更多个性化的金融产品。

（楼蓉）

新三板和上海股交中

心的竞争关系很小

，

二者

的竞争主要存在于张江园

区

。

而上海股交中心面向

的企业包括张江园区以外

广泛的中小企业

，

因此不

会产生激烈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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