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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

本版编辑 陆 敏 赵子强

在 12 月 3 日召开的“首届中国生物
产业新三板高峰论坛暨企业定向路演
会”上，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副总经理隋强
表示，将开展区域性股权运转机构向新
三板推荐业务试点，方便不同企业满足
各自的资本运作需求。

中国证监会 11 月 20 日在《关于进一
步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展
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着眼建立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建立全国
股转系统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合作对接
机制。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区域性股权
市场（即“四板”）挂牌企业转板至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将更
加规范化、常态化。

二者差异明显

2008 年以来，为破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各地陆续设立了一批区域性股
权市场。2014 年出台的“新国九条”明
确提出，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将区域性
股权市场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发展服务
于中小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据证监
会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 4 月底，全国已
设立 33 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各市场共有
挂牌股份公司 2597 家，展示企业 2.65 万
家，累计为企业实现融资 2435亿元。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弋表
示，“目前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区域性股
权市场是为其运营机构所在地省级行政
区划内中小微企业私募证券的发行、转
让及相关活动提供设施与服务的场所，
是私募证券市场的一种形式”。

从新三板来看，2013 年全国股转系
统公司正式揭牌，并发布了首批规则及
相关配套文件。新三板已成为继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的第三
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游弋表示，从法律基础来看，新三板
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由证监会统一监管，
在《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的框
架内运行发展。而根据国务院相关规
定，区域性股权市场的主管部门为省级
人民政府，并接受省级人民政府及金融
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此外，新三板为非上市公众公司提
供服务，服务范围已拓展至全国，而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主要是为本省级行政区
域内的企业提供股权、债券的转让和融
资服务的私募市场，服务对象为非上市
非公众公司。

“将区域性股权市场定位为私募证
券市场，有利于将其与沪深证券交易所、
新三板等公开市场区分开来，实现功能
互补和错位发展。”游弋说。

从交易规则来看，新三板挂牌公司
股票可以实行标准化连续交易，实行

“T+1”规则；新三板还将提供竞价转让、
做市转让等交易服务。而区域性股权市
场不能将任何权益拆分成均等份额及按
照标准化交易单位交易，且买卖同一交
易品种间隔不得少于 5 个交易日，交易
规则具有“非标准、非连续”的特点。

“转板”更加常态化

整体来看，交易所市场、新三板和区
域性股权市场都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底发布的《国
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关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不同层次市场
间的有机联系，就是要使得交易所市场、
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之间形成上下
贯通、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由于新三板挂牌门槛相对较低，相
比新三板挂牌公司转至创业板而言，区
域性股权市场挂牌公司转至新三板更为

畅通。以齐鲁股权交易中心为例——
“我们与新三板已建立了批量转移对接
机制，有效降低了企业‘转板’的时间和
费用成本。截至目前，齐鲁股权交易中
心已推动 24 家企业挂牌新三板，包括今
年新增的 11 家。此外，还有 32 家企业已
启动了新三板挂牌程序。”齐鲁股权交易
中心研发负责人高鹏飞说。

全国股转公司近期明确，区域性股
权市场运营管理机构可开展推荐公司挂
牌新三板的业务试点。“这对区域性股权
市场而言，是一个重大利好。通过市场
运营管理机构间的业务合作，来实现不
同层次市场间的互联互通，更能促进多
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高鹏飞表示，
未来齐鲁股权交易中心将完善相关制
度，积极探索创新，让企业能根据自身发
展阶段、股份转让和融资等方面的不同
需求，自由选择适合的市场。

根据相关规定，开展推荐业务试点
的区域性股权市场需满足的条件包括：
符合《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
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的要求，所
在地区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通过
部际联席会议验收；区域性股权市场运
营管理机构的控股股东须已获得新三板
推荐业务备案；在资本、人员、制度等方
面准备充分，具备从事推荐业务所需的
专业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等。

“未来随着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管
理机构开展推荐业务的管理规则的出
台，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转板至新
三板将更加规范。”游弋说。

相关制度建设步伐加快——

搭起四板与新三板对接桥梁
本报记者 何 川

证 券·公 司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绿地控股（股票代码：
600606）日前分别与 SOHO3Q 网和优办网在“共享办公
空间”和“互联网+商业楼宇租赁”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通过嫁接国内最大的两家办公租赁互联网平台资源，绿
地控股将持续提升全国一二线城市优质办公项目的运营
服务能力。

据介绍，未来，绿地控股将继续运用“互联网+”新产
业理念，推进商办产品的深度运营，实现从房地产商向城
市运营商的战略升级。目前，绿地企业服务平台已经布
局全国 26 个城市，企业用户达 30 余万，正逐步形成资源
共享、利他共赢的生态型平台；创新运营服务模式，如继
续积极探索商办短租模式，借鉴新的短租办公运营模式，
吸引创业客户、短期商务客户等，集聚人气，提升产品附
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本报讯 记者何川报道：新疆尉犁县中良棉业公司
日前向郑州商品交易所成功申报预约棉花期货中转仓
单，目前该批棉花已经过公检，并于 12 月 2 日生成首张
棉花期货中转交割仓单。这是郑商所在新疆设立棉花中
转库以来的首笔中转库仓单交割业务，标志着棉花期货
交割中转库这一创新机制完成了全流程顺利运行。

据了解，在新疆设置的棉花交割中转库，是郑商所指
定的为新疆棉花期货合约实物交割提供仓储等服务的经
营组织。中转仓单是指在交割中转库中注册的期货仓
单。中转仓单的特点是新疆产、新疆检、新疆注册。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棉花产量占全国
的 60%以上。在业内人士看来，在新疆设置棉花期货交
割中转库，可以方便新疆棉花生产者参与棉花期货，有助
于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落实，打消棉农卖棉难的顾虑，降
低棉花流通环节风险。

湖北美尔雅期货棉纺部总经理赵国权表示，该公司
就专门在新疆设立了中转交割服务点，并安排专人服务
企业，“以往新疆棉只有运至内地交割仓库才能进行公
检，经检验达标后才可注册为期货仓单。由于新疆棉运
至内地交割仓库存在着运输时间、质量是否达标、升贴水
计算后价格是否合算等诸多不确定因素，致使以往新疆
仓单占仓单总量的比例一直偏低。在新疆设置交割中转
库以后，可消除新疆棉农和流通企业注册仓单不确定性
的顾虑，极大方便仓单形成。”

绿地控股转型城市运营服务商

棉花期货生成首张中转交割仓单

本报讯 记者周琳报道：凯石金融
产品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研报显示，11
月份股票型基金较 10 月份收益环比平
均上涨 3.64%，表现中规中矩。而固定
收益类基金、商品基金、QDII 基金等表
现则不尽如人意，其中，11 月份货币基

金年化收益率黯然，11 月 30 日货币基金
7 日年化收益率均值降至 2.55%。二级
债基平均收益率为 0.80%，一级债基平
均收益率为-0.01%，纯债基金平均收益
率为-0.09%。商品基金全线大幅受挫，
以绝对收益为投资目标的股票多空类产

品平均收益率为 0.12%。11 月份 QDII 基
金平均收益率为-0.50%。

具 体 看 ，普 通 股 基 平 均 收 益 率 为
6.14% ，指 数 型 股 基 平 均 收 益 率 为
2.81%。高端制造、新兴产业、互联网、证
券保险等主题基金收益较好。混合型基

金收益率反超股票型基金，11 月份上涨
4.46% ，偏 股 型 产 品 收 益 率 最 高 ，上 涨
6.73%，平衡型产品上涨 4.25%，灵活型上
涨 3.18%，偏债型仅涨 1%。

在商品及对冲基金方面，商品基金普
遍下跌，对冲基金涨多跌少。华安易富黄
金ETF联接A跌幅最小，收益为-6.61%。

此外，11 月份 QDII 基金业绩表现分
化，嘉实全球互联网人民币涨 11.36%，广
发纳斯达克 100 人民币涨 2.21%，此外，
新兴市场基金业绩居后，原油和黄金等产
品业绩垫底。

11月份股票基金收益环比上涨3.64%

▲ 通过市场运营管理机构间的业务合作，来实现不同层次市场间的

互联互通，更能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 建立不同层次市场间的有机联系，就是要使得交易所市场、新三板

和区域性股权市场之间形成上下贯通、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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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江苏鑫丰塑业有限公司
华开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雨豪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英顺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协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宝西龙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丁文长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庄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奥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健恩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龙兴园茶业有限公司
广州亿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一德良友玩具经营部
广州和黄汉优有机产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酱茅源酒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博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立邦涂料有限公司
海球(广州)商业有限公司
广州越界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康泊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延边博恩冬虫夏草开发有限公司
靖宇县鑫升参茸特产有限公司
山东泗水飞翔花生食品有限公司扶余分公司
吉林市宜万家纺织有限公司
吉林市古诚食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雅瑶隔朗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互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七洲抽纱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仁本帝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钛金福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逸界家居有限公司
上海纳加可可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哈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俊俏雅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世大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一馨实业有限公司
丽鑫生技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智锦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全虎活性炭有限公司
上海鑫翔厨具有限公司
江苏恒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无锡市铭佩服饰厂
南通越陌度阡家纺有限公司
南通市紫兰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武汉钺辰贸易有限公司
苍南县杰翔服装厂
武义神光纸业有限公司
武义添财扑克有限公司
永康市恒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裕马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69573138
69573139
69573140
69573141
69573142
69573143
69573144
69573145
69573146
69573147
69573148
69573149
69573150
69573151
69573152
69573153
69573154
69573155
69573156
69573157
69573158
69573159
69573160
69573161
69573162
69573163
69573164
69573165
69573166
69573167
69573168
69573169
69573170
69573171
69573172
69573173
69573174
69573175
69573176
69573177
69573178
69573179
69573180
69573181
69573182
69573183
69573184
69573185
69573186
69573187
69573188
69573189

义乌市民乐大米有限公司
义乌市欧拉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国明针织内衣厂
义乌市亦菲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梦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海宁云网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龙泉绿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平阳县净康日用品厂
嘉善宏盈打印耗材厂
杭州雷池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银谷贸易有限公司
平阳县爽肤乐纺织有限公司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万金蟹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宝润日用品有限公司
青岛顺洁纸业有限公司
青岛宏明兴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润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安徽霍山县药王谷林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四股堂商贸有限公司
安徽省道嘉悦食品有限公司
铜陵市杨家山粮油中心库
安徽孙为食品有限公司
铜陵市皖星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香谷粒食品有限公司
道县月岩山泉饮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宇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军王酒业有限公司
祁阳县潘市镇长江纸业厂
烟台裕玛传奇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南京赛翔工贸有限公司
江苏昌顺食品有限公司
荆州市沙市区康宁食品厂
湖北虎派啤酒有限公司
江苏红蜻蜓酒业有限公司
平江县古润食品厂
上海美士星建筑胶粘剂有限公司
中天(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思联贸易有限公司
爱诺尔儿童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新乡市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太原市福源通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格芙兰纺织有限公司
清徐县元宁农作物加工专业合作社
代县康恩食品有限公司
榆树市蓝河坝米业有限公司
沈阳金果源食品有限公司
辽宁盛合糖业有限公司
沈阳君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万物佳和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上云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腾驰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亚特康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睿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梅翠思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巨凡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宏业日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鑫帝发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秦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饴莲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洋博威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光耀东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车艺阁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博力奥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纸元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浩丹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植颜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刁氏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水产总公司永定门公司
北京立业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耕耘乐地毯工艺品商店
新疆大润海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吐鲁番力鹏商贸有限公司
中铁物资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顺旭涛消毒制剂有限公司
新疆兵团农五师八十八团供销总公司
新疆天山雪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源县瑞康玉米杂粮加工厂
伊宁市花蝶雨纸制品厂
乌鲁木齐协和卫生消毒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魅力西域行商贸有限公司
阳江市十七钻刀业制造有限公司
阳东县北极狼野营刀具有限公司
和平县建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颐东大酒楼
东莞市嘉振精密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先博酒店用品厂
东莞市红富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蓬江区优生活新型建材贸易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蓝海星纸品加工厂
潮州市君业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彩缘文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宏谷电器厂
中山市朝朝向上酒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凯帝制衣厂
兴宁市万通礼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佳圳内衣厂
汕头市安睿儿服饰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顺鑫源陶瓷制作厂
江门市新会区安达食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华羚电气有限公司
潮安县益泰饮品有限公司
韶关市金易来大酒店有限公司
丰顺中品实业有限公司

普宁市燎原雅士凯制衣厂
揭阳市奥尔琪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仙桥南华塑胶厂
揭阳市榕城区统潮塑料袋厂
揭阳市榕城区仙桥顺达利鞋厂
揭东县登岗镇吉雅斯电器厂
揭东县埔田镇喜得利五金塑料厂
陆丰市东海天旺酒厂
佛山市舒比妇婴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皮皮鲁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诺皮具有限公司
台山市翔龙中药饮片厂有限公司
邢台冀兴久久纸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扬芬港福祥五金加工厂
石家庄市大元针棉织加工有限公司
高阳县帅丰纺织有限公司
河北天海巾被有限公司
遵化市亿昌食用菌发展中心
河北华欧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乐佳佳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邺城酒业有限公司
沧州市鑫硕龙化工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海港区联益种植专业合作社
昌黎县金福地肉类食品加工厂
隆尧县天灏汽车洗涤用品厂
定州市华洋鞋厂
涿州市新丰硕工贸有限公司
珠海众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克莉斯汀食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天兴食品有限公司
深州市福临罐头食品厂
广州澳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威雄塑胶制品厂
广州成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三新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合成钟表有限公司
深圳市盘中香油脂有限公司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莞尔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葆盛力科技有限公司
黑山县常兴农副食品有限公司
海城市普源肉制品加工厂
阳西县金雨食品有限公司
新疆廖师傅食品有限公司
叶城县依地力斯阿尤甫醋厂
洛浦县总闸口哈提尔建水厂
哈密聖海酿造有限公司
遵化市银山食品厂
河北花冠酒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雅美美术用品销售中心
天津市大港古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康都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健和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沂源丰润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尚妆化妆用品有限公司
青海高原牧歌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玉门市阿福炒货店
杨凌秦巴山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靖边县喜国炒货厂
佳县源森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洛川民丰农民专业合作社
横山县金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横山县通远综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西乡县西镇食品有限公司
延安宝塔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定边县恒盛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珍稀源酒业有限公司
泸州市龙马潭区颜菁食品厂
民勤县润沁坊熏醋酿造厂
武山县四门慈云醋业有限公司
东兴市正东食品有限公司
南宁万国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凌云县小阳家生态茶业有限公司
重庆固仁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顺源同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吊脚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石屏县汇峰豆制品有限公司
昆明深呼吸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铭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领翔义齿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汇智达仪器有限公司
晓非齿科(成都)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卡恩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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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厂商名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