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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 月 13 日科创板正式开板，今
年6月12日晚，证监会发布了《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等共计8项主要业务规则及18项配套细
则、指引和通知，自发布之日开始实施。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速度之快，超出
预期。

今年 6 月 15 日，深交所开始接收证
监会创业板在审企业提交的相关申请，
创业板正式“开门迎客”，创业板注册制
进入“实操”阶段。

科创板62家股价翻倍 3家破发

科创板的一年，效果如何呢？在科
创板开板满一周年之际，科创板股票从
无到过百家，过程中第一家未盈利企业
上市，第一家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聚集
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

至6月15日收盘，科创板的110家公
司总市值达1.7万亿元，46家公司市值超
过百亿，2家公司市值超千亿。金山办公
是市值最大的公司，为1208亿元，其次是
中微公司，市值为1046亿元。

从股价涨跌来看，自首发上市以来，
110家科创板公司中，107家较发行价是
上涨的，62 家股价翻倍。另 3 家目前依
然处于破发状态。

得益于半导体国产化迫在眉睫，沪
硅产业-U 曾在 30 个交易日涨了近 10
倍，近几天虽有所回调，但依然是科创板
公司中涨幅最高的，为694%。

至于破发的三家公司，久日新材破
发幅度最高，至6月15日收盘，其较发行
价跌幅为18%。其他两家卓越新能和昊
海生科，较发行价跌幅分别是10%和9%。

换手率来看，科创板目前相较其他
板块十分活跃，至6月15日收盘，有81家
公司换手率超10倍，其中沃尔德换手率
最高，自其首发上市以来，累计换手率达
3565.7%。

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等机构来看，
一季报数据显示，国家队未现身科创板
公司，保险资金小幅参与博瑞医药和中
国通号，其余机构均现身多家科创板公
司前十大流通股中。

本周有望迎来首批受理

根据深交所6月12日发布的创业板
试点注册制审核工作衔接安排通知，6月
15日至29日(共10个工作日)，深交所接
收证监会创业板在审企业的提交的相关
申请。在审企业具体包括了 IPO、并购
重组和再融资。

证监会公开资料显示，截至11日，除
过会外的创业板 IPO 在审企业就有 184
家。随着本周券商投行陆续报送在审企
业的材料，首批受理企业即将出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交所收到发行上
市申请文件后5个工作日内，对文件进行
核对，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一名券商
投行人士解释，5个工作日从申报次日开
始算起。那就意味着，本周有可能迎来
首批受理名单；最晚在22日诞生。

受理以后，对于已过证监会初审会
但未过发审会的，深交所将依据证监会
的受理顺序和审核成果接续审核，初审
会意见已落实的，安排上市委会议审
议。对于证监会已反馈意见但未召开初
审会的，深交所将根据证监会的受理顺
序和审核成果，继续推进发行上市审核

问询工作。对于证监会已受理尚未出具
反馈意见的，深交所自受理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发出首轮问询。

以创业板在审IPO企业为例，“已反
馈”阶段有91家，“预披露更新”有68家，
已受理有24家。

6 月 30 日起，深交所才开始接收新
申报企业提交的相关申请。

据了解，在吸收市场反馈意见后，深
交所修改完善审核时限要求。具体来
看，未来新申报 IPO 企业自受理发行上
市申请文件之日起，深交所审核和中国
证监会注册的时间总计不超过 3 个月。
发行人及其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回复
深交所所审核问询的时间总计不超过3
个月。

20%何时生效？

改革后创业板与科创板同样都实施
注册制，两个板块在行业偏好和定位上
有所不同，科创板定位服务于“硬科技”
企业，要有明确的科创属性，行业方面主
要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高端装备
领域、新材料领域、新能源领域、节能环
保领域、生物医药领域。创业板服务于
成长性创新企业，强调“新”与“传统”的
融合。创业板未对行业做严格要求，不
过深交所将设置负面清单规定哪些企业
不能到创业板上市，相对来说更具有包
容性。

简单理解，科创板定位更加科技前
沿，创业板相对更接地气。

创业板参照科创板的成功经验，在
交易规则上做出了重大改变，一是创业
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
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新
股上市第二至第五个交易日在证券简称
前增加特殊标识大写字母“C”。二是竞
价交易的涨跌幅限制，无论存量上市公
司抑或新股还是相关基金，涨跌幅均从
10%放宽至20%。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制度自发布
之日开始实施，6 月 15 日深交所开始接

收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并
购重组在审企业提交的相关申请，那么
交易规则什么时候改变呢？大家一定要
记好了，从注册制第一只新股上市起开
始，创业板股票全部实行涨跌幅 20%的
机制。因此，大家也要注意拟上市公司
的审核动态，参照科创板的审核发行速
度，创业板涨跌幅改为 20%的日期不会
等太久，可别到时候措手不及。

此外，创业板也设有涨跌 30%、60%
两档临时停牌机制，盘后定价交易机制、
连续竞价期间限价申报设置 2%有效范
围区间等规定。

具体看一下注册制下创业板交易规
则的7个要点（见图表）。

券商股或再被引爆

“注册制是资本市场上前所未有的
制度性变革，对投行等机构将产生巨大
影响，在 2020 年往后的几年间，投资机
构、企业等市场参与者都要真正理解注
册制改革的意义。”如是资本董事总经理
张奥平表示。

除了注册制改革利好外，再融资松
绑等政策也将有利于投行业务。天风证
券认为，创业板改革将稳步推进，“新三
板改革+分拆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
政策均已落地，2020年将是股权融资大
年，也是政策利好转化为业绩的一年。
预计2020年投行业务收入至少达到662
亿元，同比增加20%。

粤开证券表示，从近期金融委和上
交所的表态看，后续资本市场深改政策
有望超预期，包括长期资金引入、创业
板注册制进程和市场基础制度(上证指
数编写和 T+0)等多个方面，利于市场
风险偏好提升和券商盈利增长。全年
看，券商盈利增长有望超预期，目前板
块 PB1.49 倍 ，头 部 券 商 平 均 PB 1.28
倍，均处于历史低位，维持行业“看好”
评级。

值得一提的是，券商股再获股东增
持。6月12日晚间，长江证券(000783)公

告称，股东新理益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国华人寿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2020 年 6
月11日期间，累计增持7533.46万股长江
证券，增持比例1.36%。

其实，不仅是刘益谦，近期多家券商
都获得了股东的增持。5月以来，吉林敖
东两度在港股市场出手增持广发证券
(01776)。港交所数据显示，5 月 12 日吉
林敖东以 8.2655 港元/每股的价格增持
广发证券 111.68 万股，耗资约为 923.09
万港元。5 月 29 日吉林敖东再度出手，
以7.7934港元/每股的价格增持296.5万
股，耗资约2310.74万港元。

与此同时，国泰君安证券的 H 股
(02611)也获得了实控人上海国际年内第
三次增持。根据港交所权益披露信息，
国泰君安H股今年分别在2月4日、5月
12日和6月1日获得了实际控制人上海
国际的增持，增持数量分别为 134.08 万
股、1394.72万股和1377.3万股，累计支付
金额约3.25亿港元。

在行业标的的先择上，分析人士表
示，头部券商业绩稳定，并受益于多重政
策利好，仍为配置的首选；在板块内结构
性行情较为显著的背景下，应重视弹性
券商的波段投资机会。国君非银研报
称，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正式落地，进
一步推动投行业务发展模式的转型，龙
头券商定价、销售、风控等综合能力突
出，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加强，市场份额
将继续向头部集中。继续推荐市场竞争
力强劲，综合实力领跑行业的华泰证券
(601688))、中信证券(600030)。

长城证券称，未来一段时间仍秉承
以业务结构多元化、均衡化来选股，首
选业绩相对优良、业务结构均衡化、多
元化的龙头大券商。重点推荐华泰证
券 、国 泰 君 安 (601688)、海 通 证 券
(600837) 等 ；互 联 网 券 商 东 方 财 富
(300059)；行 情 受 益 标 的 ：东 方 证 券
(600958)、东吴证券(601555)等；关注次
新股类弹性标的，中国银河(601881)、中
信建投(601066)等。

（中合）

科创板开板一周年！110家公司总市值达1.7万亿元

“新版”创业板正式“开门迎客”

要点要点要点要点 具体规定具体规定具体规定具体规定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新开通权限�需参与证券交易��个月以上，且前��个交易日账户日均资

产不低于��万元。

·已开通权限�重新签署风险揭示书。

��涨跌幅限制 ·涨跌幅限制为���，新股上市后的前�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申报数量

·单笔申报数量仍为���股或其整数倍。

·限价申报单笔不超过	�万股，市价申报单笔不超过��万股
盘后定价申

报单笔不超过���万股。

��临时停牌机制
·无涨跌幅限制下，较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	��、���的，

各停牌��分钟。

��增加盘后定价交易
·申报时间�����至���	�、�	���至���	�。
·交易时间������至���	�。
·盘后定价申报当日有效。

��增加价格笼子机制
·在连续竞价阶段提交的限价申报，买入申报价格不得高于买入基准价
格的����，卖出申报价格不得低于卖出基准价格的��。

��融资融券 ·新股上市首日起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将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纳入可

出借范围。

创业板交易规则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