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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市场化定价成效显著 新股估值加速分化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十四五” 规划提出的新时期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2019年7月
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以来，公司上市条件更加多元包容，审核效率大幅提升，个股加速优胜劣汰。经过2019年的初步探索，2020年注册制新股定价的市场化程
度再上台阶；另一方面，一些中介机构履职遭遇质疑，责任意识与专业能力有待加强。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 范璐媛

估值定价：2020年呈现四大新特征
核准制下A股IPO所施行的23倍市盈率
窗口指导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新股
估值，致使个股发行价与价值脱钩，引发一
二级市场利益分配失衡、 资源配置效率低
下等一系列问题。注册制实施后，新股首发
市盈率更加多元，市场化定价效果显著。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发现，与2019年注
册制开闸时相比，2020年注册制新股在发行
定价环节出现以下特征：

制个股锋尚文化发行价138.02元，刷新了创
业板个股最高发行价纪录。2019年， 科创板
注册制新股的最高发行价仅89.23元。
高发行价个股的涌现也使得“肉签” 数
量增多。以上市首日成交均价与发行价的差
值计算中签收益，2020年上市的注册制新股
中，中一签盈利超10万元的个股有6只，其中
4只发行价超过100元。2019年无一只注册制
新股中签收益超10万元。

特征一： 发行市盈率较
2019年下滑，分化加剧

特征三：募资不及预期公司
增多

不同于2019年科创板横空出世时的整
体高估值，2020年注册制新股的发行市盈率
出现分化，低市盈率个股比例显著增多，近
七成新股首发市盈率处于50倍以下，超两成
新股首发市盈率不足30倍。 在可选标的增
多、发行速度加快的背景下，一级市场对于
IPO定价渐趋理性，机构针对不同行业和质
地公司的“
估值差” 显现。
以科创板为例，2020年发行市盈率低于
30倍的新股占11%，2019年发行市盈率不足
30倍的新股仅1只；同时，高市盈率发行的个
股比例也在增多，2020年10.42%的新股发行
市盈率超过80倍， 这一比例近乎2019年的2
倍。 体现出2020年新股估值整体下滑的同
时，两极分化加剧。
与行业整体水平对比来看，2020年上市
的注册制新股中，53%的发行市盈率低于披
露的行业均值；2019年， 发行市盈率低于同
期行业水平的新股仅占15%，新股估值更趋
近行业均值， 这从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新股
上市后的获利空间。

2019年注册制实施伊始， 新股超募现
象一度受到广泛关注。所谓超募，即上市公
司实际募资金额超出招股书中计划募投的
部分。注册制下，“超募” 是一种正常现象。
不过， 过高的超募金额和超募率会降低资
金的优化配置效率， 超募个股占比过高也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股定价存在一定修
正空间。
2020年上市的注册制新股中，募资金额
超 过 计 划 金 额 的 新 股 占 比 由 73% 下 降 至
63%， 募资不及预期的个股数量大比例提
升。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募资超过或不及
预期都是市场充分博弈后的结果，2020年注
册制新股超募率的下降，反映出A股注册制
下IPO发行定价机制的成熟度逐渐提升，机
构根据公司质地不同，不再一味给予新股高
溢价。

特征二：高发行价频现，“肉
签” 增多
与市盈率类似，2020年注册制新股的发
行价分布也更为分散。2019年上市的注册制
新股中，超六成发行价集中在20元~50元区
间；2020年， 这一发行价区间内的个股占比
降至44%，10元以下低价股和百元以上的高
价股分别占到8.1%和6.19%。
高价股频现是2020年注册制新股发行
价出现的最大变化。2020年2月上市的石头
科技发行价271.12元， 直接打破了A股新股
发行价的历史最高纪录。随后，创业板注册

炒新收益：市场化估值引发三层变化

特征四：“三低” 发行浮现
正如前三个特征所述， 相对于2019年，
2020年注册制新股在市盈率、发行价、募资
规模方面均呈现出差异化、 分散化的趋势。
注册制初期 “
三高” 发行扎堆的现象被打
破，低发行价、低市盈率、低募资额的新股
“
三低” 发行现象浮现。
2020年，发行价不足5元、发行市盈率
不足20倍、募资总额不足5亿元的注册制新
股共有4只。 其中， 上纬新材发行市值仅
10.04亿元，刚刚超过10亿元的上市标准，引
发市场热议； 该股发行公告显示，IPO发行
价为2.49元/股，预计募集资金净额7004.27
万元，不足该公司2019年的净利润，不足预
计募资金额的一半， 创下科创板历史上最
低纪录。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发现， 注册
制市场化发行制度不仅提升了定价效
率，更是对市场环境、投资者心态产生
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进而使核准制新
股的走势出现新变化。

变化一：“新股不败” 的
神话被打破
迄今为止上市的A股注册制新股
中， 上市5天内盘中跌破发行价的有7
股，均为科创板个股。2019年12月上市
的建龙微纳在上市首日便遭遇盘中破
发，创下注册制新股破发速度之最。祥
生医疗、瑞联新材上市后5日内的最大
破发幅度超过10%。将时间拉长来看，
上市至今出现过破发情形的注册制股
票达47只。
虽然新股破发迹象出现， 与港股
和美股市场上市首日三成左右的破发
率相比，A股市场的新股依然受到较
高追捧，打新获益的确定性极强。可以
预见， 未来随着A股逐步实行全面注
册制，市场容量增大，一级市场定价水
平提高，新股破发或渐成常态。

变化二：核准制
新股赚钱效应减弱
注册制的实施也从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核准制新股的炒新情绪，新股赚钱
效应减弱。
2020年，核准制新股的平均未开板
涨停天数为6.38天，创2015年以来新低。
京沪高铁、 北元集团等7股上市首日未
封住涨停板， 上轮牛市至2019年之前，
这一现象十分罕见。
随着新股赚钱效应下降，新股上市
后走势两极分化的趋势更加明显，除了
个别走势凶猛的个股外，多数核准制新
股一级市场获利空间被压缩。

变化三：核准制下二级市
场短期获利空间下滑
A股长期存在一二级市场收益倒挂
的情形，从2020年核准制新股的短期走
势来看， 这一倒挂现象并未得到缓解。
相反，二级市场投资新股的短期收益进
一步下滑。
以新股开盘后60个交易日的成交
均价与开板日收盘价的对比衡量二级
市场投资新股的短期获利情况。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统计，2020年
仅28%的核准制新股开板后60日的成交
均价超过了开板日收盘价，这一比例创
近5年新低；换言之，超七成新股开板后
股价呈下跌走势。市场炒新情绪的下降
压缩了炒新收益，股价加速从开板后的
高位回归。

定价效率：注册制IPO抑价率大幅优于核准制
核准制下的新股定价相对固化，注册制施
行后，A股的新股定价效率显著提升。
以新股上市后20个交易日 （核准制新股
取开板后20个交易日） 的成交均价与发行价
的偏离程度作为IPO抑价率，并用以衡量新股
定价效率。统计显示，2020年上市的新股中，科
创板新股平均IPO抑价程度为172%， 创业板
（注册制）为194%，较核准制下创业板的平均
定价偏离程度低逾40个百分点。

与港美股成熟的市场相比，A股注册制的
定价效率存在很大提升空间。2020年美国和香
港的新股上市首日涨幅中位数分别为1.6%和
2.9%。
相比之下，A股注册制新股上市首日涨幅
中位数高达160%，超七成新股上市首日收盘价
相对于发行价翻倍。 即使扣除A股长期存在的
新股溢价因素影响，A股新股一二级市场的估
值差异仍然存在巨大鸿沟。

零售价：RMB 4 元 HKD 5 元 北京 长春 济南 西安 杭州 上海 无锡 长沙 成都 深圳 福州同时印刷 本报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5015 号中银大厦首层 邮编：518026

中介履职：遭遇两大质疑
注册制下， 中介机构在发挥
专业能力、 优化资源配置方面责
任重大， 市场对其定价能力的要
求也相应提高。
券商作为新股定价环节最重
要的参与者，一方面，需承担承
销组织工作， 直接影响询价质
量；另一方面，券商分析师基于
对拟上市公司进行质量评估后
提供的投价报告，为询价对象提
供重要参考。不过，在实际估值
定价过程中，上述两个环节均遭
受一定质疑。

质疑一： 部分个股机
构报价高度集中
2020年下半年，随着“三低”
发行新股频频出现， 市场对于询
价过程中“抱团压价” 的质疑也
未曾间断。
以上文提到的上纬新材为
例，根据公告，有415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6954个配售对象符合询价
条件， 其中有399家机构管理的
6903个配售对象包括报价统一为
2.49元，占比超过99%。
随后，中国证券业协会、交易
所等监管机构向专业投资者下发
了全面自查的通知， 要求提交公
司制度、报价依据、定价决策过程
及内控合规执行情况等材料。
从询价数据来看， 市场对于

“抱团压价” 的质疑并非空穴来
风。 多数个股询价环节的剔除价
（高价前10%）与最终发行价差距
甚小，可以分计。
2020年上市的注册制新股中，
剔除价较发行价溢价幅度低于1%
的多达147只，占比72.77%，溢价幅
度超过5%的仅占4.95%。部分个股
巧合” 。
机构报价高度统一，过于“

质疑二： 报价脱离券
商报告预测
新股定价与主承销商投价报
告及各券商发布的定价预测相去
甚远， 这同样引发了市场对于机
构新股定价专业度的质疑。以
Wind新股定价预测数据做不完全
统计， 多家券商预测的预测区间
取并集，2020年上市的注册制新
股中， 发行价落于券商预测区间
内的个股约占60%，若与主承销商
给出的投价区间价格相比， 则命
中率更低。
目前不少注册制上市公司处
于新兴行业，传统的估值方法不再
适用， 市场的可比公司数量较少，
这对研究员的估值研究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 提高投价报告质量、
给出更客观合理的估值区间有助
于指导机构更合理的参与报价，也
有助于投资者更快速准确地掌握
公司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