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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优化退市标准 A股将畅通“出口关”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注册制下新股交易信息
应更加公开透明

周科竞

北京商报2020.11.20

单日13家企业IPO迎考 审核数创新高

注重持续经营能力

11月19日，孙念瑞在“2020上市公司高质

量发展论坛”上表示，下一步将优化退市标

准，把单一连续亏损退市指标改为组合类财

务退市指标。总体思路是不再简单考察企业

盈利性，而是同时注重持续经营能力，退市

的指向性更符合注册制要求。亏损与否不是

资本市场入口和出口的关注点，退市监管更

关注“僵尸企业”和“空壳企业”能够得到及时

出清。

对于孙念瑞提及的组合类财务退市指

标，牛牛金融研究总监刘迪寰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组合类财务退市指标与

单一连续亏损退市指标相比，最大的特点是

能够实现对僵尸企业、突击卖房卖地保壳企

业的精准打击。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在科创板、创

业板市场已经推行了组合类财务退市指标。

以创业板来看，将净利润连续亏损指标调整

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为

负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复合指标，纳入

审计意见指标并全面交叉适用，退市触发年

限统一为两年。也就是说，创业板个股连续两

年归属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为负且营收低

于1亿元就触发退市机制。

对此，刘迪寰表示，“收入+扣非净利润”

标准中，对收入的要求是来源于与非主营业

务的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关联交易收入要进

行扣除，有效打击了部分长期没有营收的僵

尸企业、空壳企业，而扣非净利润指标则对突

击卖股权、卖地等进行了限制，遏制了企业的

保壳行为。不仅如此，组合类财务指标退市处

罚年限统一为两年，大大缩短退市时间。

另外，孙念瑞在论坛上表示，下一步，证

监会将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支持上市公司

通过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方式盘

活存量、出清不良资产，实现市场优胜劣汰、

新陈代谢。

改革箭在弦上

伴随着监管层的频频发声，我国资本市

场退市制度改革也已经箭在弦上。

今年以来，监管层多次提及退市制度改

革。其中，证监会在今年11月10日发文称，要

畅通“出口关”，抓好退市制度改革落地实施。

贯彻落实关于退市制度改革的部署和《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

求，严格退市监管，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

程序。

另外，证监会表示，交易所要切实承担主

体责任，各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加强协作，坚

决打击各类恶意规避退市行为，严肃处置通

过煽动缠访闹访等方式对抗监管的行为。拓

宽多元化退出渠道，充分调动相关方面和地

方积极性，重点推动重整一批、重组一批、主

动退一批，促进存量上市公司风险有序出清。

除了证监会之外，金融委也在今年两次

定调退市制度改革。其中，在今年7月金融委

就提到要深化退市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退

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强化退市监管力度，

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

汰”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

今年10月31日，金融委亦表示，要建立常

态化退市机制。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南野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注册制的核心

在于发行与退出，“严进宽出”是注册制的内

涵，这也是在此次全面推进注册制下，退市制

度改革被放在重要位置的根本所在。“随着科

创板、创业板注册制的成功，A股新股发行速

度已经明显变快，这也要求退出关口通畅。”

何南野如是说。

年内已有15股退市

实际上，自2019年以来，A股退市企业已

明显增多。就今年来看，目前也已有15家企业

被终止上市。

经Wind统计，自2020年以来，保千里、龙

力生物、乐视网、神雾环保、暴风集团等15股

已经相继退出A股舞台，凯迪退目前也已处于

退市整理期，等待退市。从上述个股的退市原

因来看，基本触及财务类退市，或者连续20个

交易日股价低于一元。

暴风集团的退市原因则较为另类，因公

司在法定披露期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未披

露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8

日起被暂停上市。之后公司在股票被暂停上

市后的一个月内未能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

触及了终止上市情形。

据孙念瑞介绍，2019年以来，证监会将完

善退市制度作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内

容，取得了显著成效。2019年，共有18家公司

通过多种渠道实现退出。近两年强制退市共

25家，超过了2006年以来强制退市数量的总

和。退市本身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要解决存量

上市公司问题。

正如孙念瑞所言，自2019年以来，A股市

场退市企业明显增多。经Wind统计，

2010-2020年（截至11月19日）分别有4家、3

家、3家、6家、1家、7家、1家、5家、5家、10家、15

家企业被终止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创业板注册制下，已经简

化了退市程序，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对

应当退市的企业直接终止上市，大幅压缩了

退市时间。

资深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近年来退市已经逐渐常态化，伴随着深

化退市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常态化退出机制

将进一步发挥优胜劣汰作用，也将进一步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科创板和创业板已经实现注册
制，且均平稳运行。不过本栏认为，
在注册制下新股的交易信息可以
更加公开透明， 这样对投资者更
为有利， 也能打击恶意炒新的投
机风气。

本栏发现， 目前科创板新股上
市首日盘后不公布公开交易信息，
以刚刚上市的会通股份为例， 上市
首日83.49%的高换手率， 却不知道
谁在买卖。 创业板新股也并不是上
市前五天都有公开交易信息。 本栏
建议， 注册制下新股上市的前五个
交易日交易信息应该全部公开，便
于投资者做决策。

股票交易公开信息， 也就是投
资者所说的龙虎榜， 能够告诉投资
者哪些席位在这一天买入了很多的
股票， 哪些席位卖出了很多股票。
对于新股上市首日的交易公开信
息来说，投资者最希望看到的是巨
量成交背后的博弈力量是谁。诸
如， 买入方有没有机构专用席位，
通常它们被市场认为是中长期持
股的代表， 如果有机构扎堆买入，
那么投资者就可以作为参考， 标的
股可能被机构中长期持有， 安全边
际相对要高。

另外，通过交易公开信息，投资
者还能了解到买方席位是否集中，
如果买方席位前五名的总买入量
并不算多， 那么投资者就有理由猜
测，买入新股的投资者以散户为主；
如果前五名的占比很大， 投资者就
可以预测是有大资金进场买货，这
些都可以给投资者提供很好的参考

意见， 投资者也可以据此制订自己
的投资计划。

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交易信
息的公开能够很大程度上遏制新股
的投机炒作。 注册制下新股前五个
交易日不设涨跌幅， 有很多股票遭
遇爆炒， 投资者在不了解任何信息
的情况下很容易跟风炒作， 最终大
概率是被割了韭菜。 如果在盘后能
够公布公开交易信息的话， 投资者
就能看到是哪些资金在推动， 是游
资还是散户在炒作， 也就不会有那
么多的投资者跟风炒作了。

但是现在这些公开信息全部没
有， 投资者对于新股上市之初的表
现只能是盲人摸象， 而大资金自己
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就造成了
实际上的信息不对称， 投资者也就
注定了被大资金割韭菜的命运。

所以本栏说， 应该公开的信息
还是应该尽量公开， 例如新股上市
前五日的交易信息， 并不属于任何
商业机密， 公开了也不会造成内幕
交易和操纵股价， 这只是给投资者
提供一个投资参考， 而且从技术上
看也没有任何难点， 是否公开完全
看交易所的想法， 本栏希望交易所
还是能公开这一信息。

当然， 投资者在选择股票的时
候也不能完全依赖公开交易信息，
这一信息的确能够给投资者带来很
多便利， 寻找到庄家进出的蛛丝马
迹， 但是一家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
值的最根本因素还是上市公司的业
绩和成长性，从长期看，价值投资者
才是最大的赢家。

11月19日，A股市场迎来13家IPO企业同

日上会的盛况，这一数量创下年内单日审核数

量的新高。当日上会的企业中，河北华通线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线缆”）曾有过

暂缓表决经历。最终13家企业能否顺利过关圆

梦A股，答案即将揭晓。

IPO同日迎考

根据安排，11月19日，上海电气风电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

通线缆13家企业迎来IPO大考。

据Wind数据统计，单日13家IPO企业集体

上会接受审核的情形创下年内单日上会数量的

新高。

具体来看，13家企业中，上海电气风电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森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4家公司拟上市地点为科创

板。选择冲击上交所主板、创业板的也分别有4

家企业，其中冲击上交所主板的企业包括北京

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通线缆、无锡市振

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安凯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迈普再生医

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聚焦于创业板。

当日上会的13家企业中，江苏传智播客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唯一一家冲击深交所中

小板的企业。

从区域分布来看，13家企业来自7个省

（市），其中江苏籍的企业数量排名居首，有5家，

来自浙江的企业共有3家。北京、上海、四川省、

河北省、广东省各占了1个名额。

按照证监会行业划分，13家企业中，江苏安

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属于专业设备制造业的企业，江苏传智播

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教育行业企业。

Wind数据统计，13家企业中，上海电气风

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募集资金数额最高，

约31亿元。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家

公司预计募集资金数额也在10亿元以上。

华通线缆曾被暂缓表决

上述IPO大考的13家企业中，由于之前被

暂缓表决，因此华通线缆此次IPO能否顺利过

会，受到较高的关注度。

据招股书显示，华通线缆主要从事电线电

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数据显示，

2017-2019年，华通线缆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

约19.04亿元、26.15亿元、29.55亿元，对应的归

属净利润约分别为8817.44万元、8894.74万元、

12328.24万元。

证监会官网显示，2019年6月，华通线缆向

证监会报送IPO申报稿。据招股书显示，华通线

缆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张文勇、张文东、

张书军和张宝龙，张文勇和张文东为兄弟关系，

张书军为张文勇之子，张宝龙为张文东之子。发

行前，张文勇、张文东、张书军和张宝龙合计持

有华通线缆41.07%的股权。

首发反馈意见中，证监会要求华通线缆补

充披露认定张文勇、张文东、张书军和张宝龙为

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证

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相关规定，一致行

动协议是否明确发生意见分歧或纠纷时的解决

机制。

今年4月，华通线缆进入预更新披露状态。

时隔5个月后，9月11日，华通线缆上会接受审

核。不过，华通线缆首次出师不利。据证监会官

网披露的第十八届发审委2020年第134次会议

审核结果公告显示，华通线缆首发申请遭暂缓

表决。

关于此前被暂缓表决的原因，北京商报记

者致电华通线缆进行采访，但相关人士表示“现

在不方便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审核结果时，

前述人士称，还是等证监会的通知。

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华通线缆IPO审

核结果暂未出炉。

被否案例较同期明显减少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进入2020年以来，

IPO企业的审核效率、整体过会率保持较高水平。

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11月18

日，共审核了516家次企业的IPO申请。其中周

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网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

首发申请被否。江苏网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创业板注册制下首家被否的企业。

而去年同期，共审核了237家次的IPO申

请，其中有19家企业有过被否的经历。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

林认为，从审核效率、过会率来看，全面注册制

的前奏已经奏响。注册制下，除非信披违规、企

业盈利基本面遭遇重大不确定性等因素，大部

分企业都应该被允许上市，取消大部分IPO规

则性壁垒，让企业顺利融资。被否案例减少，是

注册制顺利推进的标志。

据媒体报道，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

副主任孙念瑞11月19日表示，随着科创板、创

业板注册制改革的先后落地，改革第三步———

全市场注册制将适时稳步推进。注册制之下，企

业发行上市效率明显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也稳步提升。

盘和林谈到，注册制不是IPO狂欢，不是发

了股票就万事大吉。如果对于信披的配套制度

不够完备，则最终会出现上市公司失信，从而影

响投资人的市场信心。注册制下，IPO改革主要

应该抓信息披露，在买者自负原则下，首先要做

到买者对于企业信息应知尽知，信息对称是注

册制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

在牛牛金融研究总监刘迪寰看来，注册制

下，IPO改革需要把握好多重关系。“首先是中

介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注册制下，承销能力

是关键，了解公司价值，为企业做好更优质的服

务是保荐承销商要考虑的问题。不仅如此，严监

管时代到来，中介机构责任被压实，如何在服务

好客户的同时发现问题，不产生执业风险也是

难题；其次是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问题，注册制

下，新股供给增加，如何让投资者认可价值，如

何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也是不得不思考的问

题，最后是监管层和中介机构、企业、投资者之

间的关系问题，在新股供应增加的同时，如何做

好退市制度落实，保障投资者利益，也是不能回

避的问题。”刘迪寰如是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以注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抓手，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在不断加强。11月19日，在中

国证券报、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部副主任孙念瑞重点提及了退市制度改革，他表示，证监会下一步将优化退市标准，总体思路是

不再简单考察企业盈利性，而是同时注重持续经营能力，退市的指向性更符合注册制要求。伴随

着监管层的不断发声，退市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A股距离畅通“出口关”的那一天也不远了。

（数据来源：Wind）

年内部分退市股一览

公司 退市日期 退市时股价 终止上市原因

暴风集团 11月10日 0.28元/股 暂停上市后未披露定期报告

千山药机 9月16日 0.19元/股 其他不符合挂牌的情形

银鸽投资 8月27日 0.28元/股 其他不符合挂牌的情形

盛运环保 8月25日 0.12元/股 其他不符合挂牌的情形

神雾环保 8月25日 0.12元/股 其他不符合挂牌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