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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理性看待新股发行启动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时隔 5 个月，新股发行（IPO）闸

门再次打开。 昨日， 证监会发行部向

10 家企业下发了发行批文，新一轮新

股发行工作正式启动。

一个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 新股

发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作为整

个资本市场产业链的最上游， 新股的

质量和定价影响着整个市场的走向，

左右着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 从这个

角度来看， 敞开新股发行大门非常必

要，只有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且让这

些血液搅活股市的生命因子， 股市才

会越来越具有活力， 才能吸引越来越

多的投资者入场。

试想，如果好的企业进不来，差的

企业又出不去， 市场就会失去应有的

活力和生命力，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成了空谈。

乐观者乐见“靴子” 落地，对 IPO

启动叫好，但也有悲观者担忧，新公司

批量获进场资格， 会否引起股市资金

紧张、市场情绪波动？ 其实，投资者应

理性看待新股启动，无须过分恐慌。 此前，

证监会主席肖钢曾明示过新股发行节

奏，即从 6 月至年底，计划发行上市新股

100家左右， 并按月大体均衡发行上市，

强调要统筹好注册制改革的力度和市场

的可承受能力， 这无疑是给投资者吃了

颗定心丸，起到了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

与此同时， 为避免新股发行对市场

产生过于激烈的冲击， 在新股发行体制

改革市场化的政策设计中， 证监会强化

了对拟上市公司的审查把关， 在放松管

制的同时加强了监管， 加大了对股市不

规范行为的查处和责任追究力度。 在总

结了 1 月份新股发行的经验教训之后，

面对资本市场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证

监会在发行承销办法、老股转让、募集资

金运用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了微调完

善，旨在提高市场参与主体的合规性，保

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即便是在发

行批文下发前几日， 监管层还多次与过

会企业及其保荐人沟通发行方案， 确保

募投资金和项目的必要性， 要求发行市

盈率不得与行业平均水平有较大偏差，

可见在预防新股“三高” 方面，监管层做

足了功课。

眼下， 不管是从配套制度还是从监

管层、市场各方的准备情况来看，IPO 常

态化发行的条件已经具备。 但仍需强调

的是，批文从证监会送达出去之后，推进

新股发行改革的担子将部分转移到市场

参与主体肩上， 各方参与者还需秉承恪

尽职守、归位尽责的原则，提高询价、定

价行为的科学性，强化理性投资，促进培

育和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这样才能更好

地将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10家公司上市申请获证监会核准

证券时报记者 杨苏

时隔

5

个月后，

10

家公司上市申

请获证监会核准，将陆续发行上市。据

证监会昨日晚间披露，已核准

10

家企

业首发申请， 沪深交易所各

5

家。 该

10

家企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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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记者发稿时， 已有

6

家公司

公告招股意向书， 其中

5

家不进行老

股转让， 仅飞天诚信转让老股不超过

500

万股。 这

6

家公司分别是雪浪环

境、龙大肉食、联明股份、一心堂、飞天

诚信和北特科技，涵盖环保、消费品、

机械、医药、计算机等多个行业。

其中，雪浪环境将登陆深交所创业

板，网上申购日为

6

月

18

日，拟发行不

超过

2000

万股，无老股减持安排。雪浪

环境主要为垃圾焚烧发电和钢铁冶金

行业客户提供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系

统设备，主要募投年产

20

套烟气净化

与灰渣处理系统等项目， 实际资金需

要量为

2.58

亿元。 主营智能身份认证

的飞天诚信也将登陆深交所创业板，

网上申购日为

6

月

18

日，拟发行不超

过

2500

万股，老股转让不超过

500

万

股，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6.18

亿元。

龙大肉食将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网上申购日为

6

月

18

日，拟发行不超

过

5460

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龙大

肉食主营生猪养殖、 生猪屠宰和肉制

品加工，主要募投项目为年出栏

31

万

头生猪养殖 （

2.85

万吨优质自养猪肉

产品）、

6000

吨低温加工肉制品新建

项目，实际资金需要量为

4.98

亿元。

对于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龙大

肉食预测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

-20%

～0%

。 变动差异主要受生猪价格在

2014

年

1~4

月同比降幅较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龙大肉食保荐机

构国信证券专门提示， 网下推介活动

将进行全程录音， 并且不向投资者发

放任何礼品、礼金或礼券，推介时间为

6

月

11

日至

13

日。

而联明股份此次成功转投上交所，网

上申购日为

6

月

18

日， 拟发行不超过

2000

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联明机械主

要募投项目为汽车大型冲压零部件生产

基地及模具研发、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

生产基地等，预计募资

2.78

亿元。 同样为

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北特科技也将登陆上

交所， 网上申购日为

6

月

19

日， 拟发行

2667

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此外，一心堂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网上申购日为

6

月

23

日，拟发行不超过

6510

万股，不做老股减持安排。 一心堂

主营医药零售连锁和医药批发， 主要募

投项目为直营连锁营销网络建设等，预

计募集资金

7.9

亿元。

习近平：着力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顶层设计

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 9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着力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改革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

调，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聚焦国家战略目标，集中资

源、形成合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 新华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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