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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统计，截至 11 月 15 日，今年
以来，A股股票市场融资达1.16万亿元，
同比增15.24%，其中，IPO募资规模同比
增 130.89%；交易所债券方面，公司债和
资产支持证券增幅较高，分别同比增
36.74%和44.05%。

市场人士认为，进一步提高资本市
场直接融资比重，可以从进一步扩大资
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等中长期资
金入市；推进 A 股和国内债券纳入国际
指数的进度；加大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
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完善信用评级机
制等方面入手。

近年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增
长显著。据统计，今年以来，虽有疫情扰
动，资本市场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都呈
现增长的势头，股票和交易所债券市场
实现融资合计超过7.5万亿元。

从股票融资方面来看，据统计，截至
11月15日，年内股票融资规模达1.16万
亿元(包括IPO募资4155.03亿元、增发募
资6854.45亿元、配股募资512.97亿元和
优 先 股 募 资 107.35 亿 元)，同 比 增 长
15.24%。其中，IPO 募资规模同比增

130.89%。
股票融资规模的增长，与近两年落

地的注册制改革不无关系。中信证券
FICC 首席分析师明明表示，除了科创
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落地以外，今年
股权融资规模大幅增长还有三个原因：
今年 A 股走势较好、宏观与市场的流动
性环境较好以及过会率的提升。

第一，从历史经验来看，股票市场融
资规模与指数点位有较大关系，也即牛
市中融资规模将会放大，上市公司可以
通过更高的估值来获取融资。年初以来
全市场指数涨幅在 20%左右，这可以解
释部分融资规模的增长；第二，宏观流动
性方面，今年为应对疫情，央行释放大量
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下半年货币政策
回归常态但货币供给量增速依然高于往
年，10 月份 M2 增速为 10.5%，而去年底
为8.7%，宏观流动性可通过多个合规途
径流向股票市场。市场流动性方面，受
去年市场赚钱效应和渠道营销力度加强
影响，今年前10个月股票及混合型公募
基金新发规模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市场
流动性的充裕是股市融资规模增长的另

一驱动因素；第三，今年前 10 个月，IPO
过会率明显高于去年和前年同期，这也
和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导向有关。

据统计，截至11月15日，今年以来，
股票市场全部融资工具(包括首发、配股、
优先股、非公开发行、增发、并购重组)过
会率达到 95.63%，而去年和前年同期分
别为89.29%和72.86%。

交易所债券市场方面，据沪深交易
所数据统计，2019年全年，交易所债券融
资规模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26%。今
年以来，交易所债券融资金额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其中，公司债和资产支持证
券融资规模呈现显著增长。

据统计，截至11月15日，今年以来，
公司债发行规模 2.94 万亿元，同比增
36.74%，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 1.21 万
亿元，同比增44.05%。综合来看，公司债
和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同比增38.8%，
接近四成。

对于近年来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规
模的提升，明明认为，有四大原因：首先，
债务融资成本逐年下行提高企业发债意

愿。今年前10个月，中债3年期AAA级
企业债收益率均值为3.19%，去年和前年
分别为3.55%和4.49%；其次，货币政策走
向“宽信用”，一级市场发行重新放量；再
次，今年疫情扰动下，货币政策发力，债券
利率一度接近历史最低点，叠加政府赤字
率提高和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债券融资
规模进一步扩大；最后，则是今年3月份以
来，公开发行公司债实施注册制。

对于未来如何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
直接融资比重，明明认为，从股票融资方
面来看，除了全面推行注册制以外，还可
以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
外资进入二级市场投资；完善上市公司
财务报表审计制度，与成熟资本市场标
准接轨；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吸引中
长期资金入市等。

“对债券融资来说，首先，可以进一
步促进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的
互联互通，增加市场资金流动性；其次，
完善信用评级机制，发挥评级对信用风
险的指引作用；最后推进境内债券纳入
国际债券指数的进度，吸引境外资金进
入中国市场。”明明表示。 （证日）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显著增长
截至15日，A股今年市场融资达1.16万亿元

11 月 9 日至 13 日，创业板上市委召
开了 2020 年第 43 至 45 次审议会议，共
审议了 8 家公司的首发。这其中，大多
都顺利拿到了路条，唯独江苏网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网进科技)被拦了
下来。

据悉，自注册制以来，共计有8家公
司终止了 IPO，但基本上终止的缘由都
是自己“撤回”，唯独网进科技是因为“审
核不通过”。

在网进科技上会之时，上市委提出
了3个主要问题。

第一，需公司代表结合黄玉龙、张亚
娟和潘成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及其资金往

来和纳税情况等说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理由是否充分，实际控制人所持发行人
的股份权属是否清晰，是否符合《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第二，网进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文商
旅集团持股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并有两
名来自文商旅集团的人员担任董事，其
中一名担任公司董事长，文商旅集团为
昆山市国有独资企业，报告期网进科技
90%以上销售收入来源于昆山市智慧城
市建设，如此背景下，发行人代表需要说
明文商旅集团被认定为对网进科技既无
控制权，也无重大影响，仅作为财务投资

人的理由是否充分。
第三，监管层要求发行人代表说明

报告期内网进科技长期应收款未计提减
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11 月 16 日创业板审议宁夏沃福百
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11
月 17 日，审批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11 月 18 日，另 4 家公司：襄阳博亚
精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迈赫机器人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凯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将迎接大考；11 月 19 日上会
的，则是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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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迈普再
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后合计
13家，16日、17日上会企业均通过。

在新项目动态列表上，创业板新
受理了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星
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富士
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雅艺金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新绿源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

（界面新闻）

注册制后创业板首单IPO“未通过”出现

申购日期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申购代码
发行总数
（万股）

网上发行
（万股）

顶格申购需配
市值（万元）

申购上限
（万股）

发行价格 中签号公布 中签缴款日期

11-19 周四  688578 艾力斯  787578 9000 1440 14 1.4 22.73 11月23日 11月23日

11-19 周四  605266 健之佳 707266 1325 1325 13 1.3 72.89 11月23日 11月23日

11-19 周四  605258 协和电子 707258 2200 880 8 0.8 26.56 11月23日 11月23日

11-19 周四  300915 海融科技  300915 1500 1500 15 1.5 70.03 11月23日 11月23日

11-20 周五  300916 朗特智能  300916 1065 1065 10.5 1.05 56.52 11月24日 11月24日

11-20 周五  300911 亿田智能  300911 2667 760 7.5 0.75 11月24日 11月24日

11-23 周一  688557 兰剑智能  787557 1817 518 5 0.5 11月25日 11月25日

11-24 周二  601686 友发集团 780686 14200 4260 42 4.2  12.86 11月26日 11月26日

11-24 周二  300912 凯龙高科  300912 2800 798 7.5 0.75 11月26日 11月26日

11-24 周二  003021 兆威机电 3021 2667 1067 10.5 1.05  75.12 11月26日 11月26日

11-25 周三  688590 新致软件  787590 4551 1160 11.5 1.15 11月27日 11月27日

11-25 周三  605183 确成股份 707183 4872 1462 14 1.4  14.38 11月27日 11月27日

11-25 周三  300913 兆龙互连  300913 3063 873 8.5 0.85 11月27日 11月27日

11-25 周三  003022 联泓新科 3022 14736 4421 44 4.4  11.46 11月27日 11月27日

11-26 周四  605376 博迁新材 707376 6540 2616 26 2.6  11.69 11月30日 11月30日

12-03 周四  003020 立方制药 3020 2316 926 9 0.9 23.13 12月7日 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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