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背景

历次IPO暂缓

及其影响

中国证券

业协会倡议

广大券商全

力维护市场

稳定

中国证券业协

会4日发布倡议书，

号召广大证券公司

主动承担责任，全

力维护市场稳定。

倡议书说，要

正确认识我国经济

和资本市场发展形

势。当前，改革开放

红利继续释放的趋

势没有改变， 宏观

经济企稳向好的势

头没有改变， 市场

流动性总体充裕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

居民大类资产配置

的格局没有改变，

资本市场持续改革

开放的进程没有改

变。 股票市场过快

上涨和下跌， 都不

利于市场稳定健康

发展， 证券公司作

为市场主要参与

者， 必须主动承担

责任，团结一致，众

志成城， 全力维护

市场稳定。

（新华社）

由中小板龙头企业苏宁云商发起，

首批50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今日集体发

出四点倡议，表示一定能够抓住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持续为广大投

资者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坚定维护资

本市场稳定，传递股市正能量的信心和

决心。

倡议书中，提到“面对近期股票

市场暂时的非理性波动，我们向中小

板全体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发出以

下倡议”：

1、积极采取回购、增持、暂不减持等

措施，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

2、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加强投资

者关系管理，坚定投资者信心。

3、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争当做优做强的标杆。

4、率先垂范，积极回报投资者，勇当

践行社会责任的排头兵。

■50

家公司

新和成、鸿达兴业、伟星股份、华邦

颖泰 、德豪润达 、精功科技 、华兰生物 、

大族激光、天奇股份、传化股份、盾安环

境、凯恩股份 、中航机电 、永新股份 、霞

客环保 、世荣兆业 、东信和平 、华信国

际、亿帆鑫富 、京新药业 、中捷资源 、科

华生物 、海特高新 、苏宁云商 、航天电

器、山东威达 、七喜控股 、思源电气 、七

匹狼 、达安基因 、巨轮股份 、苏泊尔 、丽

江旅游 、美欣达 、华帝股份 、汉麻产业 、

久联发展、双鹭药业、黔源电力、南京港、

登海种业、华孚色纺、兔宝宝、江苏三友、

国光电器、轴研科技、宝鹰股份、宁波华

翔、同方国芯、三花股份。 中国证券网

据新华社电

中国基金业协会4日发

布消息称，25家公募基金公司当日召开

会议， 分析当前资本市场形势和基金行

业总体态势， 表示有信心维护资本市场

稳定健康发展。

根据协会发布的会议纪要， 今年以

来，尽管市场经历大幅调整，截至7月3日

偏股型基金累计净值平均增长仍达

31.87%。 同时， 偏股型基金份额大幅增

长，近两周以来仍呈现整体净申购状态。

与会公司对资本市场的未来充满信

心，坚信集市场各方之力，完全有条件、有

能力、有信心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根据会议纪要， 市场经过近期大

幅调整，很多股票已显示投资价值，为

数千亿新增公募资金提供了难得的投

资良机。

与会公司表示将打开前期限购基金

的申购，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同时把

握市场机遇， 加快偏股型基金的申报和

发行，并根据基金契约规定，完成新增资

金建仓。

参会的基金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承

诺：积极申购本公司偏股型基金，并至少

持有1年以上。

与会公司表示将积极作为， 继续履

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职责，坚持长

期投资、理性投资，齐心协力维护资本市

场稳定。

■25

家基金公司

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工银瑞信基

金、嘉实基金、富国基金、南方基金、鹏华

基金、汇添富基金、中银基金、招商基金、

建信基金、国泰基金、博时基金、银华基

金、大成基金、中欧基金、兴业全球基金、

融通基金、华泰柏瑞基金、华商基金、东

方基金、中邮创业基金、泰达宏利基金、

长盛基金、国金通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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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谢佳君）

据省

纪委“廉洁四川”网站消息，四川省

经信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唐浩严重

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四川省

成都市政协原副主席付毅严重违纪

违法被开除党籍。

一连串的利好政策在周六紧急出

炉，这一次前来救市的是券商！

2015年7月4日，全国21家龙头证券公

司召开会议，共同商讨维护当前股市稳定

的重要举措。随后21家券商发布《联合公

告》，券商版的四大救市举措出炉。

实际出资或超出测算值

在21家券商的《联合公告》中，第

一条便是真金白银的资金入市力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由

于券商2015年中报尚未披露，市场无法

准确地计算出合计资金的多少。但根据

上市券商2015年一季报以及中证协发

布的证券公司2014年财务数据，各大券

商的出资规模大致清晰。

统计显示，由于中信证券2015年一

季报时的净资产已经高达1143.74亿元，

其出资将最高，即不低于171.56亿元。其

次是海通证券， 该公司一季度净资产

874.03亿元， 出资将不低于131.1亿元。

在21家券商中，出资最少的或将是国金

证券， 该券商一季度净资产为103.34亿

元，出资将不低于15.5亿元。

记者根据去年年报或一季度数据统

计，21家证券公司的出资资金为1089.01

亿元。考虑到券商净资产一直在增加，各

大券商实际出资或超出测算值。

金融股是券商自营持有最多板块

在近期的下跌过程中，无论是私募、

公募、保险资金，他们却刻意回避对市场

点位的判断。不过，这一现象随着21家证

券公司的《联合公告》而被打破。

记者测算发现，截至2015年7月3日，

上证指数为3686.92点， 距离4500点有

22.05%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上证指数涨

幅22.05%前，券商的自营盘不会减持。

根据2014年年报数据，券商中自营

盘规模最大的当属中信证券。2014年中

信证券自营规模比例达到了90.73%，按

照净资本推算，总资金量规模402亿元。

不过，由于数据比较陈旧，截至2015年7

月3日，各大券商还持有多少自营盘，显

然无法准确计算。但根据21家券商2014

年合计净资本余额4000亿元，现阶段自

营规模比例持仓30%计算， 锁仓市值将

超过1200亿元。

记者统计发现，截至2015年一季报，

上述21家证券公司中， 不少公司出现在

了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

而根据东财数据统计显示， 截至

2015年一季度，多达1521只股票的前十

大股东名单中出现了券商自营盘的影

子。这其中，金融股是券商自营盘持有

最多的板块。

积极推进券商回购增持

和其他上市公司一样，上市公司回

购以及大股东的增持，也是企业自救的

一大方法。21家证券公司 《联合公告》

的第三条就是，“上市证券公司将积极

推动回购本公司股票，并推进本公司大

股东增持本公司股票。”

各路资本自救式护盘早已开启。各

大券商纷纷落实证监会的两融松绑政

策，一些上市公司的高管也在积极增持

自救式护盘，而此番券商的加入，让投

资者在郁闷中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不管是高管增持还是员工计划参

与，这轮保卫战已经发起几轮。

如今，增持乃至回购的大旗传到了

券商手中。那么，21家券商中，哪只券商

股会一马当先吹响增持的号角呢？上述

21家券商中，有央企控股的，如实际控

制人是汇金的申万宏源、实际控制人是

财政部的中信证券等；也有地方国企控

股的，如实际控制人是上海国资委的国

泰君安、实际控制人是深圳国资委的国

信证券等；更有民营资本控股的，国金

证券、长江证券等。

显然，各类资本均有望在实质性救

市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21

家证券公司

中信证券 、海通证券 、银河证券 、

广发证券 、申万宏源 、招商证券 、国泰

君安、国信证券、中信建投、华泰证券、

东方证券 、安信证券 、光大证券 、方正

证券、东兴证券、长江证券、兴业证券、

东吴证券、西南证券、国金证券和齐鲁

证券。 （综合新华社、每经）

第一次上涨

1994

年

7

月

21

日

~1994

年

12

月

7

日

此次暂缓共98个交易日。暂缓期

间，上证综指涨幅高达65.75%，最高

涨幅达到223.10%

第二次上涨

1995

年

1

月

19

日

~1995

年

6

月

9

日

此次暂缓共96个交易日。 暂缓期

间，上证综指上涨幅度达18.36%，最

高涨幅达到76.65%

为了让股市稳住，监管层再下“猛

药”。昨日深夜，沪市10家，深市18家已

经和即将发行的准上市公司，发布了暂

缓发行的公告，确认了IPO（新股发行）

暂缓的市场传闻。

其实， 伴随着股指的急速下挫，暂

缓IPO一直是投资者心中最为期待的政

策之一。随着这一呼声的高涨，此前市

场上也不时有暂缓IPO的传闻。

在周五下午召开的证监会新闻发

布会上，面对“近期有市场人士建议应

当暂缓IPO救市，证监会有何考虑？”这

一问题之时，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

给出的回应是，“企业通过IPO募集资

本金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考虑到近

期市场情况，将相应减少发行家数和筹

资金额，7月上旬拟安排10家企业IPO，

筹资金额也会较6月份减少。”在昨日午

后，伴随着各种利好消息的传出，IPO暂

缓的传闻再次在业内流传。最终，昨日

深夜，伴随着沪、深交易所网站上，出现

一批“准上市公司”暂缓发行的公告，

IPO“急刹车”的消息终于得到确认。

如在本次IPO行列的川企山鼎设

计，公司在昨日深夜突然发布公告称，因

近期市场波动较大，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出于审慎考虑，决

定暂缓后续发行工作。 原披露的预计发

行时间表将进行调整。 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将及时公告本次发行的后续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如山鼎设计等

即将申购的公司，就连周五已经申购的

新股，也成为了“暂缓”的对象，申购资

金将如数退还。如周五实施申购的中科

创达就在昨夜发布公告称，因近期市场

波动较大，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于审

慎考虑，决定暂缓后续发行工作。原披

露的预计发行时间表将进行调整。网上

申购资金7月6日解冻， 网下申购资金7

月6日退回。

对于管理层对于IPO态度的“急转

弯”， 一位业内人士评价称， 这不仅是

IPO暂缓利好预期兑现，更为重要的是，

体现了管理层维护股市稳定的决心。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IPO“急刹车”

投资者最期待的政策来了

沪深股市28家已经和即将发行的准上市公司发布暂缓发行公告

第六次上涨

2005

年

5

月

25

日

~2006

年

6

月

2

日

暂缓期间， 上证综指一路上

涨，于2006年6月2日达到阶段高

点 1695.58， 上 涨 幅 度 达 到

55.46%

第七次上涨

2008

年

9

月

16

日

~2009

年

6

月

29

日

暂缓期间， 大盘呈上涨趋势，

2009年6月29日达到2976.92，

最高涨幅达到64.04%

国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立峰就

认为，暂缓IPO，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二

级市场资金需求端的压力; 而另一方面

也鼓励中长线资金入市， 倡导证券公司

以自由资金申购ETF基金， 向二级市场

资金供给端“输血”。

“之前市场强烈呼吁的救市措施，

主要包括‘暂缓IPO’与‘真金白银’的

现金去维稳市场， 这两块重量级救市政

策本周末一一打出， 可见政府救市的决

心与力度之大， 诚意满满， 针对性极

强。”李立峰如是称。

对于本周末的“救市“政策组合拳，

李立峰认为， 是从资金供给与需求端双

管齐下，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本轮市场下

跌的根源，即“资金面需求与供给端不

匹配”的困局。

而对于接下来的市场， 李立峰的观

点则倾向于， 市场将会同样感受到监管

层这份用实际行动“救市”的诚意。

“为政府实际救市行为点赞。”不过，

李立峰也同样提示， 预计接下来A股市

场寻底的过程或有反复， 但离本轮市场

底部区间已经不远。

（澎湃）

昨晚，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了解到， 该院昨日收治了一名被

老虎咬伤右臂的2岁男孩。据悉，男孩被

咬伤地点发生在雅安碧峰峡景区， 昨日

中午被咬伤。 昨晚9点过，成都商报记者

赶到医院时，家属正守候在此。之后，男

孩被推进了手术室。

在医院内，四川雅安万贯碧峰峡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陈先生向成都商报记者

证实此事。按照这名负责人的说法，事情

发生在昨日中午12点15分， 当时3名大人

带着一名2岁男孩，在野生动物园区游玩。

男童将手臂伸入外围玻璃下方的通风口，

被一只白虎咬伤。事发后，碧峰峡景区派

人将男孩送到雅安当地医院救治，初步救

治后，昨日下午5时许，男孩被转至华西医

院。医院内，家属情绪悲痛，暂未向记者透

露事发经过。昨晚11点50左右，男孩被推

出手术室。医生介绍，男孩的右臂肘关节

一下都没了。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蒋麟

21家龙头券商联合挺市

4500点以下不减持

第三次下跌

1995

年

7

月

5

日

~1996

年

1

月

3

日

此次暂缓共128个交易日。 暂缓

期间， 上证指数跌幅为12.60%，最

高涨幅为22.03%

第四次下跌

2001

年

7

月

31

日

~2001

年

11

月

2

日

暂 缓 期 间 ， 市 场 单 边 下 跌

13.57%，并于2001年10月22日达到

1514.86低点，下跌幅度达到31.41%

第八次震荡

2012

年

12

月

2

日

~2014

年

1

月份

IPO暂缓了一年多的时

间， 虽然在这一年多里A股下

探至最低点1849.65点， 但在

IPO暂缓消息出来之后，A股

在2012年12月4日的最低点

1949.46点上涨至2013年2月

18日最高点2444.80点，上涨

幅度25.4%，由此可见暂缓或

放缓IPO， 短期对市场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

省经信委原副主任唐浩被“双开”

市政协原副主席付毅被开除党籍

碧峰峡景区 2岁男孩被老虎咬伤

第五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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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期间， 虽然也出现了多

次的反弹， 但是下跌趋势十分明

显，市场再度创出新低，于2005

年1月21日达到低点1189.21。暂

缓期间最大跌幅达到25.82%

25家公募基金承诺

积极申购本公司偏股型基金

至少持1年以上

苏宁云商联合中小板49家公司发倡议：

积极回购增持 实际行动护市

国金李立峰：暂缓IPO有助中长线资金入市

声

音

21家券商

四大救市举措

动作一 21家证券公司以2015

年6月底净资产15%出资，合计不低于

1200亿元，用于投资蓝筹股ETF。

动作二 上证综指在4500点以

下，在2015年7月3日余额基础上，证券

公司自营股票盘不减持，并择机增持。

动作三 上市证券公司将积极推

动回购本公司股票，并推进本公司大股

东增持本公司股票。

动作四 按照证监会发布的《证

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

关规定，完善逆周期调节机制，及时调

整保证金比例、担保证券折算率、融券

业务规模等相关指标，在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尽量平稳做好客户违约处置工作。

行

动

图据

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