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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泽电力就超标排放回函深交所

疑问仍未消除

次新股连续大跌后迎来反弹

低估值个股值得关注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股市下跌

该对IPO打板子吗？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中国股市存在着一种怪象，一旦

市场出现了大的调整，就会把责任归

于新股发行，这次也不例外。 创业板

近日连续下挫，就有声音跳出来说是

IPO 发行过快的错。

其实，从资金面来看，A 股大跌并

非受 IPO提速影响， 在当前的新股生

态环境下，市场不应该再闻 IPO色变。

市场化的新股发行节奏虽然短期要承

受阵痛，但从长期看，现有融资政策有

助于提升股票市场的效率， 使资本市

场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供给侧

改革。

从去年 11 月份开始，证监会就以

每周一批的节奏推进新股发行。 悲观

者恐慌，密集的 IPO 发行会拉动大盘

持续向下，抵触和反感 IPO 的情绪升

温。其实，尽管 2015、2016年新股发行

提速， 发行家数分别为 223 只、227

只，但实际上单只新股募集资金平稳，

保持在 6 亿元至 7 亿元。 2017 年以

来， 单只新股的募集资金平均为 5.5

亿元，规模更是稳中略降。这与动辄几

十亿的单个定增项目相比，并不算多，

对股市资金的实际吸蚀作用并不大。

闻 IPO 色变的投资者，更多的是心

理惯性莫名坚守着放开 IPO 就等同于

大盘抽血的认知，殊不知，IPO 早已不同

以往， 市场化的新股发行节奏已经开始

重塑市场估值体系，融资额少、家数多的

新股发行模式使得 IPO 堰塞湖水位快

速下降，屡遭市场诟病的“高发行价、高

发行市盈率、超高的募集资金” 现象几

近消失，拟 IPO 企业排队时间的缩短让

“壳” 资源的价值大打折扣。市场在改革

在变化，制度在不断成熟，IPO 已经变得

越发规范，越来越贴合市场需求，对于新

股发行会分流市场资金的担心实际上是

不必要的。

可以预料的是，悲观的投资者需要

对全新的新股发行秩序有一个熟悉的

过程，这也就不可避免会带来 IPO 市场

化改革的短期阵痛，面对可能的不利因

素，切不可重蹈覆辙走回头路，在舆论

压迫下导致正常的新股发行格局被打

破，造成股市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职能搁浅。

除了新股发行常态化外， 监管层还

对定增等再融资进行了严控，“节奏放

缓”和“审核趋严”已成为定增市场的关

键词。 这虽然多少带了些行政调节的色

彩，但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利大于弊，不

仅有利于防范利益输送，防范过度融资，

还能挤出水分，挤爆泡沫，加强融资的针

对性，引导资金真正地流向实体经济。

国务院：放宽银行证券外资准入限制

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同等适用“中国制造2025” 战略政策措施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国务院

17

日发布了《关于扩大对

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

知》，对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作出

部署。其中，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

业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重点放宽银

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

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

同时， 通知还支持外资参与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制造业转型升级

和支持海外人才在华创业发展， 放开

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

外资准入限制，推进电信、互联网、文

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有序开放。

制造业重点取消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摩托车制造、燃料乙醇生产、油脂加

工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采矿业放宽

油页岩、油砂、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

以及矿产资源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石

油、天然气领域对外合作项目由审批

制改为备案制。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

企业同等适用“中国制造

2025

”战略

政策措施。 鼓励外商投资高端制造、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以及工业设

计和创意、工程咨询、现代物流、检验

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支持外资依法依规以特许

经营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能

源、交通、水利、环保、市政公用工程

等。相关支持政策同等适用于外资特

许经营项目建设运营等。

目前，外资在国内投资金融业准入

方面有一定的持股比例限制，以银行类

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为例， 银监会的

《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

构管理办法》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

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

过

20%

；证监会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

设立规则》明确， 外资参股证券公司

中， 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

股证券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 包括

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不得超过

49%

。

“具体如何放宽还需后续配套文

件的支持。 ”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表示，金融类服务

业是中国比较薄弱的环节，扩大外商投

资有利于提升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促

进国内外金融业在资金、技术、产品和

管理方面进一步融合，提高金融资源配

置效率， 提升金融业的服务和管理水

平。 相应的，监管部门也要做好风险把

控，加大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

霍建国指出， 大量外资进入国内，

对于同类产业经营效益的影响是客观

存在的，国内的金融机构也要积极开发

跨境、跨市场金融产品，探索多样化挂

牌方式和交易机制，力争尽快“走出去”。

（相关报道见A6版）

� � � �当地时间 17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公布了备受关注的“脱欧”方案。 特雷莎·梅确认英国不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但同时将寻求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政府将

把最终的脱欧协议交由议会表决。 此外，英国将寻求避免“破坏性的断崖式脱欧” 。 由于特蕾莎·梅言论不及市场预想的“鹰派” ，加之市场对英国“硬脱欧”的利空

提前消化，英镑兑美元汇率大幅上升超过 2%，并一举突破 1.23关口。 英国富时 100指数受英镑汇率走强的打压，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0.6%。（吴家明） IC/ 供图

英国公布“脱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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