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中国证监会严把“入口”，
对IPO排队企业进行核查。中国证监会
披露数据显示，截至9月5日，年内已有
41家拟IPO企业终止审查。其中9月份
有3家拟IPO企业终止审查。三季度以
来，终止审查的拟IPO企业达21家，超过
上半年终止审查企业之和。

“把好‘入口’关是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的第一道关口，也是 A 股能够充满活
力健康运转的基础和前提。”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部副主任卞永祖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IPO审查严字当头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
中国证监会已启动 2019 年第一批 44 家

在审企业的现场检查工作，其中，中国证
监会已实施完成对24家申请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首发企业的现场检查工作，目
前已有9家企业申请撤回申报材料。

对此，如是金融研究院宏观策略高
级研究员葛寿净表示，监管层严把“入
口”对 A 股市场的意义在于：一是杜绝
那些靠忽悠上市的企业，保护了投资者
利益，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二是能够
缓解当前 IPO 排队状况，让资本市场的
资金更有效率。三是避免了“劣币驱逐
良币”的现象，有助于建立一个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证监会将继续
按照问题导向和抽查抽签相结合的方
式，拟安排2019年第二批首发在审企业
现场检查工作，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

为保持严监管态势。
“现场检查将主要集中在近期暴露

问题比较多的领域，比如涉及到股权等
法律瑕疵问题、公司财务信息真实性问
题、企业经营能力以及持续盈利能力是
否客观的问题以及行业发展前景等问
题。”卞永祖表示，现场检查也会对中
介机构是否存在尽职调查不充分、核查
把关不严格等问题进行复查，避免企业
带病上市。

审核节奏放缓过会率上升

记者注意到，下半年以来 IPO 在审
核节奏方面趋于平缓，但过会率有所上
升。根据数据显示，截至目前，9月份，中
国证监会发审委共审核5家上会企业，过

会率为 100%。8 月份，中国证监会发审
委共审核9家上会企业，其中8家通过，1
家被否，过会率88.89%。7月份，发审委
共审核11家上会企业，其中7家通过，过
会率为63.64%。

在卞永祖看来，IPO 审核节奏放缓
释放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资本市场改
革，提高增量上市公司质量。

卞永祖则认为，后续监管部门还会
坚持高要求的上市标准，打消部分拟上
市公司的侥幸心理，构建健康的投融资
以及上市文化。从中长期看，为了支持
实体经济，让更多公司方便、快捷获得融
资，降低融资成本也将成为大趋势，随着
中介机构和投资者逐渐成熟，市场化发
行机制初步显效，因此未来 IPO 过会率
或将有所升高。 （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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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价值投资

本报讯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科软”，股票代码为603927）
于9月9日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中科软成
立于1996年，是从事计算机软件研发、应
用、服务的大型专业化高新技术企业，主
要业务以行业解决方案设计、自主软件产
品研发、大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系统集
成与服务、技术支持和培训于一体，面向
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提供专用软件开发
服务及解决方案的企业。

该公司在各领域领先优势明显。在
保险领域，公司致力于为保险公司提供
整体解决方案、专业技术服务与系统集
成服务等，已成为中国领先的保险行业

IT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医疗卫生领域，公司拥有多项自

主研发的核心产品，在公共卫生和疾病
控制领域的信息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应
用经验。

在政务领域，公司专注于为客户提
供专业化的软件开发、技术服务以及系
统集成建设，为众多政府机构、公用事业
客户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

在国际领域，公司于 2007 年初正
式 加 入 国 际 保 险 数 据 标 准 协 会
（ACORD）后，积极参与协会的相关活
动，并与自身的保险领域信息化产品相
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成果。目前，中科

软的保险核心业务系统已在香港、韩
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得到实施，同时
以东南亚市场为基础进一步打入欧美
市场。

另外，公司凭借专业的技术能力和
服务水平不断扩展新的应用领域，公司
目前还为非保险金融、教科文、通讯媒体
等众多领域客户提供软件产品和行业解
决方案等。

资 料 显 示 ，2016 年 -2019 年 上 半
年 ，公 司 的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为 39.08 亿
元 、43.08 亿 元 、48.50 亿 元 和 23.57 亿
元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1.97 亿 元 、2.35 亿
元、3.21 亿元和 1.30 亿元。在 2019 中

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
强企业中排名第 39 位，在工信部公布
的 2018 年(第 17 届)中国软件业务收入
前百家企业中排名第 45 位，公司还入
选了 2019 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 100 强
榜单。

公司以“发展软件产业，创新软件科
技”为己任，秉承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
扎根本土，放眼世界，携手合作伙伴共创
未来，不断丰富企业文化，继续树立良好
的企业社会形象，争取成为业内公认的
以行业应用软件为特色的高技术软件企
业标兵。

（文/苏亮）

中科软：着力打造高技术软件企业标兵

广告

中行金融管家

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营业网点，中国银行客服热线95566 或者 海南分行咨询电话：0898-66563276

百姓生活中，“消费”是民生重要课题
之一。中行海南省分行依据当地客户消费
特点，进一步加大金融资源配置力度，并持
续加强消费金融产品创新。

据介绍，该行为给客户打造差异化的
授信服务，通过分析信用客户日益多样化
的信贷消费需求，推出了刷卡分期更加便
捷的金融产品——中国银行信用卡消费金
融产品（信用类）。该产品除满足客户常规
的购车、装修、车位等基础大额消费需求，
更是开创了包括教育、婚庆、医疗等个性化

消费服务功能。
该产品具有众多优势：额度专享。办

理该项业务，中行参考客户家庭工作信息
或资产情况，授信额度可高至30万元；期限
丰富。分期期限一至五年，充分缓解还款
压力；费率优惠。部分客户月费率低至
0.25%；部分服务可选择现金自主使用，分
期授信金额30万元以内可划入办理客户名
下中行账户，满足各种消费资金需求；办理
便捷。纯信用、免抵押、申请资料简便，支
付方式灵活。

中行信用卡消费金融产品 生活尽无忧建行“快贷”“快”人一步
国内金融系统首个全流程线上自助个

人贷款产品——建行“快贷”自2014年推出
以来，已得到了客户、市场和同业的一致认
可。截至2016年末，快贷产品已经累计服务
客户超过200万户，贷款投放超过700亿元，
获得了市场和广大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仅
2017年春节除夕当天，“快贷”新增客户就超
过20万户，有效满足了居民大众春节假期
消费旺盛和短期资金使用量大的需求。

据了解，建行“快贷”基于互联网技术
创新，足不出户，可在建行手机银行、网上
银行、智慧柜员机自助办理，“秒申、秒审、

秒签”3步即完成所有流程，实现了“贷款
闪电搞定”，又基于大数据信息模型的科学
化筛选，解决了客户评价难的问题。建行
以优惠的利率满足低至千元的贷款需求，
实实在在帮助更多客户满足消费需求、提
升生活质量。

建行“快贷”也为小微企业主融资开辟
了新领域，方便、快捷地获得低成本融资成
为现实。贷款用途覆盖居民各类消费用途
以及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周转等，客户可
在网上订单支付或在商户 POS 刷卡时使
用贷款。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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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锋（身份证号码：331107196902230918）持有的亚龙湾内部职工股
550 股证券存单遗失，凭证号码：215564，声明作废。

陈邦圣（身份证号码：460200194505103334）持有的亚龙湾内部职工股
5500 股证券存单遗失，凭证号码：395629，声明作废。

吴英兰（身份证号码：460100195107140323）持有的和平实业内部职工股
10000 股证券存单遗失，凭证号码：62534，声明作废。

王 英（身份证号码：440106196410241900）持有的和平实业内部职工股
500 股股金收据遗失，凭证号码：999999，声明作废。

王统东（身份证号码：460200196704170272）持有的亚龙湾内部职工股
1100 股证券存单遗失，凭证号码：46110，声明作废。

王红彬（身份证号码：460025196608020027）持有的赛格内部职工股 4000
股股金收据遗失，凭证号码：4175，声明作废。

朱玉卿（身份证号码：460100197302201223）持有的泰华内部职工股 1000
股股金收据遗失，凭证号码：999999，声明作废。

张信兰（身份证号码：460200641012026）持有的亚龙湾内部职工股 1100
股证券存单遗失，凭证号码：226217，声明作废。

庞 卫（身份证号码：460021690126001）持有的泰华内部职工股 3500 股
股金收据遗失，凭证号码：999999，声明作废。

骆 雪（身份证号码：420102196402222022）持有的亚龙湾内部职工股
20000 股证券存单遗失，凭证号码：7490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