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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20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但
在注册制改革的“春风”推动下，去年 A
股IPO数量及融资规模却稳步增长。

据统计得知，2020年共有396家公司
登陆 A 股，IPO 累计募集金额约 4699.63
亿元，较2019年同比分别增长95.07%及
85.57%。从396家公司的上市板块来看，
包括主板90家、中小板54家、科创板145
家，创业板107家。

“在注册制的推动下，2020年科创板
IPO数量超越主板，IPO数量居首位。”壁
虎资本总经理张增继表示，注册制改革的
推进，一方面带动了资本市场关键制度的
创新；另一方面，又更进一步地完善了更

具包容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总的来说，
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借力
注册制实现上市，无疑将为我国资本市场
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事实上，自去年8月份创业板注册制
首批企业正式上市，由此也标志着注册
制改革正式从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挺
进。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去年上市的
107家创业板公司中，创业板注册制维度
下共 64 家公司上市，IPO 募资金额约
660.33 亿元。也就是说，综合科创板及
创业板来看，去年注册制下共209家公司
上市，累计 IPO 募资金额约 2886.55 亿
元，分别占去年 IPO 数量与募集金额的

52.78%、61.42%。
领秀财经首席分析师张冠军表示，

整体上看，去年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
制可以说是资本市场较具代表性的事件
之一。而在注册制的推动下，一大批科
创企业以及新兴企业争相“扎堆”A股上
市，可以说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国内企业
的自主创新精神，为我国加快构建科技
强国提供支撑。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科创板、创业板
注册制改革的渐入佳境，全市场推行注
册制被提上日程。譬如，2020年12月28
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国资本市场
建立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我们将以注

册制和退市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强
基础制度建设。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
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
发展阶段三原则，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
册制。”无独有偶，12 月 31 日，深交所也
在其2021新年致辞中表示，做好全面实
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各项准备。

展望2021年，普华永道中国市场主
管合伙人梁伟坚认为，得益于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若干配套因素均利好资
本市场以及全面推进注册制，预计2021
年A股IPO数量约为430家至490家，融
资规模约4500亿元至4800亿元。（证日）

注册制改革春风送暖

2020年A股IPO募资近4700亿元

近期，接连几家支付机构传出冲刺A
股的消息。继银联商务、连连支付母公
司拟登陆科创板之后，在2020年收官之
际，传出上海收钱吧互联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收钱吧”)拟在创业板 IPO
的消息。不久前，有着“支付第一股”之
称的汇付天下宣布从港交所退市，消息
称或计划在科创板上市。

针对支付机构密集寻求 A 股上市，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拉卡拉成功
登陆创业板，以及科创板的定位为支付
机构冲刺 A 股提供了更多可能；另一方
面，金融严监管态势继续，支付行业业务
量越来越向成熟机构集中，不论出于市
场竞争还是自身发展壮大的考虑，眼下
可能是支付机构上市的最好时机。

支付产业网创始人刘刚表示，上市
时机的选择里有个很大的因素是此时此
刻企业的估值，目前而言，支付机构的估
值相较于之前是下降的，未来有可能还
会更低。

支付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认为，
当前，支付机构或将迎来一波上市潮，尤
其对于那些牌照多样化、经营范围广、业
务稳定且具备持续利润增长的支付机
构，更受资本市场青睐。

2020年12月30日，上海证监局官网

显示，中金公司于2020年12月开始对聚
合支付机构收钱吧拟登陆创业板进行上
市辅导，这意味着收钱吧正式开启了上
市之路。

据了解，作为介于第三方支付和商
户之间的聚合支付服务商，收钱吧是不
具备支付牌照的“第四方支付”机构，其
竞品包括哆啦宝、扫呗、付呗、钱方等。
业内普遍认为，聚合支付是一个低利润
行业，企业往往需要通过扩大规模、优化
产品等形成竞争优势。

作为聚合支付头部企业，收钱吧目
前日交易笔数达近 3200 万，拥有超 400
万商户，覆盖超660个城市。收钱吧的创
始人陈灏曾经是拉卡拉的高管。

与收钱吧不同的是，同期冲刺 A 股
的银联商务、连连支付则均为持牌第三
方支付机构。

2020 年 12 月 18 日，浙江证监局网
站披露，连连支付母公司“连连数字”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进入科创板上市辅导
备案，中金公司已受聘担任上市辅导机
构，辅导期大致为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3月。

公开资料显示，连连支付于 2011
年 9 月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第二
批支付许可证。近年来，移动支付和跨

境支付成为其主要发力的两大领域。
2019年连连支付相关负责人曾透露，连
连已经获得境外支付牌照近 30 张，服
务超过 50 万跨境电商卖家。截至 2019
年底，连连支付历史累计交易金额超过
3.6万亿元。

天眼查显示，连连数字至今共完成
五轮融资，中国光大集团、赛伯乐投资、
普华资本、金浦投资、华麓投资、红杉资
本中国、上海国和投资以及博裕资本等
均参与其中。

王蓬博指出，从大环境来看，是鼓励
科技型企业上市的，从牌照的齐全程度
以及股东方、投资方背景来看，连连数字
上市的前景及优势也较为明显。尤其受
益于跨境支付近几年飞速发展，以及疫
情之下跨境电商逆势增长，在该领域，连
连支付的品牌熟知度及使用覆盖率均居
市场首位，这让其今年上市更有底气。

2020 年 8 月，国内最大收单机构银
联商务同样与中金公司签订了上市辅导
协议，耗时4个月后，银联商务完成科创
板上市辅导工作。据2020年12月15日
上海证监局网站披露的《中金公司关于
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工作总结报
告》，中金公司表示辅导工作取得了良好
效果，达到了目标要求。这意味着银联

商务已具备发行上市基本条件，距离 A
股再进一步。

作为人民银行确定的21家重点支付
机构之一，银联商务的支付牌照包括：银
行卡收单、互联网支付、预付卡受理。近
年来，在业务上，银联商务不止于收单，
还拓展了理财、贷款、大数据信息服务、
营销增值服务、自助终端、金融云等多种
服务。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累计服
务包括大中型、知名企业在内的各类商
户数量超过1800万家，累计铺设终端超
过2900万台。

中信证券研究肖斐斐团队认为，银
联商务作为国内最大的支付收单机构，
具备扎实的 B 端商户资源。拟 IPO 上
市，有望夯实公司平台基础，并助力公司
转型发展。判断未来重要方向包括，以
支付+金融为内容的综合化发展，以SaaS
云为方向的智能化发展、以构建合作伙
伴平台为重心的开放化发展。

不过，王蓬博也提出，虽然目前是上
市比较好的时间点，但也要注意到监管
层对于合规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经过这
几年的风险出清，不论聚合支付、跨境支
付还是收单业务，监管政策规范愈发细
致，对支付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
度料将持续加大。 （一财）

收钱吧拟IPO、连连数字进入上市辅导、银联商务已具备上市条件

支付机构密集冲刺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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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周四  605228 神通科技 707228 8000 2400 24 2.4 5.89 1月11日 1月11日

01-07 周四  605005 合兴股份 707005 4010 1203 12 1.2 6.38 1月11日 1月11日

01-08 周五  300935 盈建科  300935 1413 1413 14 1.4 56.96 1月12日 1月12日

01-08 周五  300929 华骐环保  300929 2065 527 5 0.5 1月12日 1月12日

01-08 周五  003035 南网能源 3035 75758 22727 227 22.7  1.40 1月12日 1月12日

01-11 周一  300931 通用电梯  300931 6004 1711 17 1.7 1月13日 1月13日

01-11 周一  300930 屹通新材  300930 2500 713 7 0.7 1月13日 1月13日

01-13 周三  688689 银河微电  787689 3210 915 9 0.9 1月15日 1月15日

01-13 周三  688680 海优新材  787680 2101 599 5.5 0.55 1月15日 1月15日

01-13 周三  688669 聚石化学  787669 2333 595 5.5 0.55 1月15日 1月15日

01-13 周三  300933 中辰股份  300933 9170 1742 17 1.7 1月15日 1月15日

01-13 周三  300932 三友联众  300932 3150 898 8.5 0.85 1月15日 1月15日

01-21 周四  601963 重庆银行 780963 34745 10424 104 10.4 10.83 1月25日 1月25日

科

近 期 新 股 申 购 表
《证券导报》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