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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纯碱行业发现价格效率——

纯 碱 期 货 上 市
本报记者 祝惠春

浙江绍兴辖内银行机构对园内小微企业贷款9.21亿元

小微企业园迎来“伙伴银行”

今年A股退市公司数量创纪录——

股 市 加 快 吐 故 纳 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济聪

今年，资本市场正加快吐故纳新。
一方面，退市股不断增加，今年可能有至
少 12 家以上公司遭退市或处于退市整
理期。“欺诈退”“破面退”（股价跌破面
值）“业绩退”“主动退”“重组退”等层出
不穷；另一方面，A股市场IPO正走向常
态化，今年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共 120
家企业完成发行，科创板正式上市交易
的企业已达56家。

退市公司数量大增

今年，A股退市状况有了新情形，不
仅数量上有所增多，类型上更是多元
化。“欺诈退”“破面退”“业绩退”“主动
退”“重组退”等均有出现。

今年5月份，上交所决定，依法依规
对*ST 海润、*ST 上普两家公司的股票
实施终止上市；同日，深交所决定，依法
依规对*ST 华泽、*ST 众和两家公司股
票实施终止上市。目前，这 4 只个股已
被市场摘牌。11 月 8 日，深交所官方网
站发布《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破产清算的公告》，宣
告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11 月 26 日晚间，长生生物（也即生
长退、*ST 长生）发布《关于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并摘牌的公告》，称公司股票已被
深交所决定终止上市，在 2019 年 11 月
27日被深交所摘牌。

12 月 2 日，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披露《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的
公告》，并作出特别风险提示：根据事先
告知书认定的事实，公司2015年至2018
年连续4年净利润实际为负，触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
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截至目前，A 股市场退市股票共约
117只，原因大致分为连续亏损、吸收合
并、转板以及违法违规退市等。其中，因

连续 4 年亏损而被退市的公司数量最
多，共约 50 只，其次因为吸收合并而退
市的股票约35只。此外，有4家公司则
由于连续3年亏损而退市。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表示，今
年来，退市类型除了有业绩连续多年亏
损甚至资不抵债的常规情况，也有因欺
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退市的
公司和因会计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而触发终止上市的公司，更出现了
长生生物、千山药机两例重大违法退市
公司。

“面值退市”渐成常态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A股市场被“面
值退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
均低于面值触发退市）的股票接二连三。

12 月 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格依
据《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作出了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ST华业或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ST 华业股票因股价持续低于面
值原因终止上市，是公司基本面的真实
反映，也是市场的选择。华业公司主要
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医疗投资业务、
矿业投资业务，去年遭遇合同诈骗事
件，涉案金额达 101.89 亿元，直接导致
应收账款面临部分或全部无法收回。

去年该公司巨亏64亿元，今年前三季度
又亏损 50 亿元。股价一路下跌至触发

“面值退市”。
8 月 19 日晚间，深交所发布公告宣

布*ST 雏鹰终止上市，其成为 A 股市场
第二只“面值退市”股；9月11日，*ST印
纪也触及“面值退市”规定，其公司股票
于10月10日被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
定，并于 10 月 18 日起进入退市整理
期。*ST大控10月25日也公告称，上交
所已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目前，A股还有*ST飞马、ST锐电、
*ST庞大、*ST欧浦等约60只股票股价
在 1 元至 2 元徘徊，占总计 3741 只股票
的约1.6%，时刻受到“面值退市”的威胁。

在汇研汇语资产管理公司 CEO 张
强看来，“面值退市”的个股具有三大特
征：此类公司基本面恶化，一般常具有
ST股或*ST股的头衔；在经营持续恶化
的情况下，不少公司仍热衷于跨界收购
等资本运作；“面值退市”公司基本都具
有信披违法违规、盲目扩张、经营恶化、
债务违约、资金占用、年报被出具非标审
计意见、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被沪深交易
所通告等风险因素，却迟迟得不到公司
管理层的高度重视。

“‘面值退市’渐成为A股市场常态，
垃圾股从‘退市难’变为‘保壳难’，彰显
出退市制度不断市场化、常态化和法治

化，投资者‘用脚投票’成为提升市场自
净能力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北京师范大
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锐看来，

“面值退市”股数量持续增加，值得上市
公司深刻警醒。上市公司要踏踏实实地
做好主业，重视内生性创新增长，远离盲
目跨界并购、“炒概念”等，严守市场风险
底线。

利于市场自我净化

资本市场和企业一样，都有生命周
期，也适用“新陈代谢”基本规律，“有生
有死”才能实现整个资本市场生态体系
的健康稳定发展。

今年以来，A 股 IPO 发行始终保持
平稳节奏。截至12月4日，今年主板、中
小板、创业板共120家企业完成发行，平
均每周发行2.7家，融资36.9亿元，比去
年同期略有增加。科创板过会企业数量

“满百”。其中，科创板上市交易的公司
56家，处于申购、路演阶段的准上市公司
8家。另有部分公司处于正在等待证监
会注册批文中。

张强认为，随着我国金融制度发展
与完善，A股退市制度改革也在深化，今
年退市公司家数较往年明显增加，这与
往年“保壳买壳”“起死回生”现象频频形
成了鲜明对比。当前，监管层通过多个
维度对财务违规、业绩长期亏损的企业
执行严格退市，再加上持续发行新股，一
改原有的上市难、退市更难的局面，提升
了 A 股优胜劣汰的自我净化能力，这是
股市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发展角度看，制度合理安排上市
企业退市，能够为优质企业腾出市场空
间，是国家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体现。
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
措施较多，且收效良好。退市制度的市
场化、常态化、法治化将是大势所趋。”陈
雳表示。

深交所新闻发言人也表示，上市公
司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实现优胜劣汰、
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运行机制，也是出
清市场风险、净化市场环境的基础性安
排，有助于提高存量上市公司质量。

本报讯 记者彭江报道：位于
浙江省绍兴市杨汛桥特色小微企业
园的绍兴思奈纺织有限公司日前从
瑞丰银行获得了 1000 万元授信。
公司负责人孙洋告诉记者，“今年，
瑞丰银行走进园区，建立小微企业
园金融服务工作站，给我们小微企
业授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绍兴市工业园区内小
微企业转型升级资金需求旺盛。为
贯彻落实浙江银保监局关于金融支
持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
署，绍兴银保监分局多措并举推进
小微企业园金融服务，在全市部署

小微企业园“伙伴银行”建设。
根据浙江银保监局和浙江省经

信厅联合下发的小微企业园名单，
绍兴银保监分局对名单内绍兴46家
小微企业园区存量银行授信情况开
展了摸底调查，为46家小微企业园
建立“一对一”专属伙伴银行。要求
各主要伙伴银行确定对接对应小微
企业园区金融服务的具体经办机构
和责任人，每个园区必有1家以上银
行网点对接，1个以上客户经理专项
提供咨询服务。

瑞丰银行董事长章伟东表示，
瑞丰银行 26 家支行以服务区域为

框、内部以道路划分为架，对绍兴柯
桥辖区16个乡镇（街道）5家以上小
微集聚点实施拉网式调查，建立了
148个小微金融网格，为100家小微
企业园区内的 1800 余家小微企业
提供全天候金融服务。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绍兴市
辖内银行机构对小微企业园区贷款
6.95 亿元，对园内 404 户小微企业
贷款 9.21 亿元，分别比年初增加
2.95亿元，181户，2.49亿元。辖内保
险机构累计为小微企业园及园内
634 家小微企业提供风险保障金额
达1980.77亿元。

12 月 6 日，纯碱期货在郑州商
品交易所上市交易。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纯碱生产国、消费国以及主要的
出口国。去年我国纯碱产量 2699
万吨，需求量 2590 万吨，均占全球
40%以上，出口量138万吨，行业年
产值接近500亿元人民币。

纯碱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之一，
广泛应用于建材、化工、冶金、食品、
纺织、医药等下游领域。其中，4%
的纯碱应用于食品行业，其余 96%
的纯碱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原材料或
辅助剂。纯碱的主要用途包括：一
是建材领域，纯碱是平板玻璃的主
要原料之一，同时也是澄清剂的主
要成分；二是化工生产领域，纯碱广
泛用于制造硅酸钠（俗称泡花碱、水
玻璃）、碳酸氢钠（俗称小苏打）等产
品；三是印染冶金领域，纯碱充当纺
织物生产过程的软水剂等；四是食
品加工领域，纯碱作为添加剂起到
面团改良作用，也可应用于味精、酱
油的生产等。

去年我国出口纯碱137.9万吨，
进口纯碱29.4万吨，净出口为108.5

万吨。与国内纯碱总产量和总需求
量相比，出口和进口占比都不高，仅
作为国内纯碱市场供需平衡的调节
途径之一。

据行业人士介绍，2016 年至
2017年，纯碱及其下游行业纷纷经
历了去产能和产能升级的过程，各
行业间产能变化的节奏不同，造成
纯碱供需的阶段性不匹配，导致了
纯碱价格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两轮周
期性波动。去年纯碱价格波幅又超
过30%。频繁的价格波动困扰着纯
碱企业，也给下游诸多行业带来风
险。纯碱生产、贸易及消费企业的
避险需求十分迫切，希望尽快推出
纯碱期货。

市场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纯碱
期货的上市对纯碱行业来说具有重
要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纯碱行
业发现价格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
企业规避经营风险。纯碱期货上市
后，通过交易可产生连续、公开、权
威、透明的期货价格，为市场协定价
格提供有效的参考，帮助产业链企
业及时捕捉影响纯碱价格变化的因
素，做到提前预判、及时反应、准确

应对，促进行业健康平稳发展。
此外，通过纯碱期货远期价格

引导机制，产业链可以合理安排生
产经营，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期货
价格形成机制能够涵盖当前及未来
一定时期的宏观、供求等信息，纯碱
期货价格往往能够较现货价格更有
效地反映出市场运行情况，是市场
配置资源的有效工具。以平板玻璃
生产为例，重碱采购成本占到浮法
玻璃生产成本的 25%以上，企业对
纯碱价格波动非常敏感。但由于缺
少高效的避险工具，部分企业只能
被迫采用囤货的方式规避市场风
险，不但资金量占用大，而且仓储成
本高，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纯碱期货上市后，上下游企业
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利用
期货交易保证金的杠杆作用，用较
少的资金就可以实现保值，稳定企
业盈利水平。郑商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2年郑商所已成功上市玻璃
期货，纯碱是玻璃的重要生产原料，
上市纯碱期货可以进一步完善相关
产业链期货品种体系，提高期货市
场服务建材产业的广度和深度。

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报道：12月3日，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下称“邮储银行”）发布公告显示，该行已完成A股
IPO缴款工作，网下缴款认购金额共约70.7亿元，占网下
发行总规模高达99.5%，此缴款率创今年以来A股市场
化询价发行项目新高。

据介绍，邮储银行A股上市后会因市值规模、成交金
额和流动性等原因，很快将被纳入沪深 300 指数、中证
100指数、上证50指数等主要指数。据目前对A股市值
测算，未来一段时间，因相关指数基金的配置需求，由此
带来的配置资金预计最高约80亿元，再加上邮储银行此
前披露的用于后市稳定股价的约43亿元“绿鞋”资金，最
高将有逾百亿资金为邮储银行后市表现保驾护航。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邮储银行A股IPO的4家联席
主承销商联袂承诺，自邮储银行A股上市之日起，其包销
股份至少锁定1个月、最长达6个月。据了解，这也是A
股IPO史上联席主承销商首次承诺在一定期限内锁定包
销股份。

业内人士分析，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对发行人的基
本面最为了解，这样的举措可以类比科创板的券商跟投
机制，对于“这个股票到底值不值得买”这一投资者最为
关注的问题，券商用“真金白银”来回答，无疑为邮储银行
的后市表现增添了砝码，充分体现出主承销商对邮储银
行突出的零售特色、巨大的成长潜力的肯定，对邮储银行
未来的发展有坚定信心。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主承销商与散户投资者一
起携手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新股发行常态化，既为后续
的A股IPO提供了重要借鉴，也对新股发行改革具有参
考意义。”上述人士表示。

同时，蚂蚁金服、腾讯、中国人寿、中国电信等股东自
2015年战略入股邮储银行以来，长期看好并持有邮储银
行股份，其承诺将对持有的邮储银行A股股份锁定一年。

此外，根据公告，邮储银行网下认购缴款率高达
99.5%，创今年以来A股市场化发行项目新高。尤其是
具备定价能力和投研能力、代表A股市场中坚力量的核
心 6 类机构（即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
司、保险公司以及合格境外投资者）均全额缴款。

分析人士表示，“A股市场核心6类机构是价值发现
者，也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稳定器，其全额缴款凸显了
对邮储银行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同时，这些机构获配
股份的70%将在邮储银行A股上市后锁定6个月，为邮
储银行股票后市表现奠定基础”。

邮储银行股票发行结果出炉
网下缴款认购额约70.7亿元

2007年12月，由中国平安牵头组建险资团队出资
160 亿元，以股权投资计划入股京沪高铁项目，多年以
来，平安紧跟政策的节拍，以险资、投行等多种形式，助
地方政府、大型国企降杠杆、降负债；以金融科技为引
领，支持民营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践行
普惠金融，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便捷性；全心
全意做扶贫，“村官工程”深入开展产业扶贫、金融扶贫，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和中国百姓一起追求美好生活。

险资、投行助大型国企降杠杆、降负债

平安集团这么多年的稳健、高速发展，以及平安银
行三年来的战略转型，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把握了经
济的脉搏，既立足眼前，更顾及长远，有魄力、担风险、建
模式，寻找服务国计民生、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优质项
目，坚定不移地投入，才能共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进
而让更多的个人客户、投资者共享金融的便利、经济发
展的红利。

2007年12月，平安牵头组建的保险团队集体出资
160亿元人民币，以股权投资计划的方式投资京沪高速
铁路项目，成为该项目第二大股东。实现了保险资金在
基础设施投资上的重大突破，平安银行与平安证券、平
安资管等兄弟公司通力合作，引入险资，为国家电投通
过保险私募基金实施债转股，金额45亿元；助华电国际
电力发行永续中票。

普惠金融破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局

平安银行建立小企业数字金融（KYB）服务体系，响
应国家对民营中小微企业金融扶持政策的创新型成
果。创新“供应链金融1+N”模式，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与
其上下游客户的交易信息和数据为基础，对中小企业及
中小企业主发放贷款，实现客户线上申请、银行系统贷
前审批、线上+线下贷后管理监控，满足核心企业及其上
下游客户需求。

口袋银行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便捷性

平安银行在惠民利民的道路上不遗余力，
利用科技手段，打造口袋银行等APP，不断提
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便捷性，和百姓一起
追求美好生活。

截至 2019 年三季末，平安口袋银行 APP
活跃客户突破3000万，居股份制银行第二位，
其中大众客户（资产5万元以下）占比近94%，
具有明显的普惠特征。

平安银行积极发展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的信用卡、消费金融、汽车金融等个人业务，围
绕“衣、食、住、行”满足个人客户的合理消费需
求。2019年9月末，平安银行信用卡流通卡量
5839万张，交易金额24543亿元，都跃升至股
份制银行第二位；汽车金融贷款余额 1683 亿

元，市场份额位列行业前列；消费金融进一步服务于实
体经济发展，近两年贷款发放中经营性用途占比达40%
以上。

平安银行通过客户股权质押等方式，为企业主的企业
提供融资支持，解决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村官工程”支持金融扶贫、精准扶贫

平安集团村官、村医、村教“三村建设工程”中“村官
工程”的实施主体，平安银行通过全面的资金、技术、产销
和扶智支持，对贫困地区实施产业扶贫。积极参与投资
地方扶贫债券，支持广西、云南、贵州等贫困地区政府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水电、种植、养殖等产业。扶
贫资金用于贫困县的异地扶贫搬迁、道路桥梁建设、农村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业园厂房建设等脱贫攻坚项目。

2018年12月，平安银行联席主承销了长江三峡集团
30亿元扶贫企业债，其中并成功投资15亿元。此项目所
募资金用于支持位于国家贫困县云南巧家县和四川宁南
县境内的白鹤滩水电站建设，为地方群众夯实致富基础，
惠及库区群众82万人，包含10万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平安银行还以优惠利率贷款支持核心农业企业扶
贫项目，联合垂直电商向农户和合作社直接采购特色农
产品，打造“平安橙”“平安果”等特色品牌，为当地特色
农产品打开销路。

2019年前三季度，平安银行新增投放金融扶贫资金
64亿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超过11万。

平安银行依照“加大致富带头人培训力度，建立致
富带头人创业项目减贫带贫机制”的要求，与创业致富
带头人培训基地合作，开展“扶志+扶智”双扶培训。

一直以来，平安银行前进的步伐与跟国家政策脉搏
的跳动保持一致，在助力地方政府、大型国企降杠杆、降
负债；以金融科技为引领，支持民营小微企业解决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践行普惠金融，推进金融扶贫等方面，
一直在履行着自己“说到做到”的承诺，营造良好金融生
态，和中国百姓一起追求美好生活。

（数据来源：平安银行）

支持实体 普惠民生 精准扶贫
平安金融生态思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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