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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是，近一年来，A股 IPO中止/
终止审查的数量持续增加，尤
其是去年 12 月以来迅速攀
升。具体来说，去年 4 月，仅
有2家公司终止审查；去年12
月份，则有 30 家公司终止审
查、1 家公司中止审查；而到
了今年 3 月，终止审查、中止
审查数量则分别升至27家和
127家。

不过，今年3月中止审查
数量剧增，很大程度上源于企
业披露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
期，需更新数据。

今年一季度，从终止审查
企 业 的 上 市 板 块 分 布 来
看 ，创 业 板 和 科 创 板 无 疑
是“ 重 灾 区 ”，分 别 有 42

家 公 司 和 31 家 公 司 ，而 主
板 市 场 则 仅 有 5 家 公 司 终
止审查。

再从一季度终止审查企
业的保荐机构分布来看，主要
集中于中信证券、中信建投、
海通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民
生证券等。

监管和审核趋严无疑是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因，这也将
有力地提升 IPO 市场的成色
和质量。有券商人士表示，
在 IPO 市场中，不乏企业为
了勉强达到要求，“硬做”的
资料存在瑕疵或者硬伤，投
行为了抢业务赶时间做资料
质控较松懈，因此权衡利弊，
企业为了防止后患而选择中
止/终止审查。

羊城晚报讯 记者莫谨榕报
道：4 月 7 日，会计师事务所德
勤 中 国 全 国 上 市 业 务 组 发
布《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内地
和香港新股市场回顾及展望
的报告》。报告显示，在今年
第一季度，中国内地有 100 只
新 股 上 市 ，合 共 融 资 761 亿
元。相对去年第一季度有 51
只新股融资 781 亿元，新股数
量增加 96%，而融资金额则减
少 3%。

科创板创业板引领增长

从市场情况看，沪市合共
有 57 只新股上市融资 524 亿
元，深市则有 43 只新股上市融
资 237 亿元。

德勤中国全国上市业务全
国主管合伙人纪文和补充指
出：“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优势
正在扩大，而上交所科创板市
场表现稳定。因此，我们注意
到两个市场的新股发行节奏在
本季度提速。与此同时，为了
避免市场过热，整体融资规模
均减小。”

报告指出，在今年余下三
季，上交所科创板和创业板将
带领内地新股市场的增长。德
勤预测，2021年全年，上交所科
创板将有 150 至 180 宗 IPO，融
资2500亿至 3000亿元；创业板
将有140至 170家企业上市，融
资1400亿至 1700亿元；主板和
中小企业板有 120 至 150 只新
股，融资 1300 亿至 1700 亿元。
大多数的新股将来自制造业和
科技企业的中小规模发行人。

德勤中国全国A股市场华
南区合伙人黄玥总结道：“虽然
部分市场的平均交易规模均有
所减少，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
的新股上市。在市场不断扩大
的同时，监管机构强化对上市
申请人的信息披露监管，以确
保为所有参与者缔造一个健康
的资本市场。”

港股融资总额创出新高

在港股和美股市场方面，截
至今年 3 月 31 日，香港录得 32
只新股上市融资 1328 亿港元，
融资金额为过去多年第一季度
同期的新高，虽然新股数量下
跌 14% ，但 融 资 金 额 则 急 攀
842%，相对去年第一季度则有
37只新股融资 141 亿港元。在
今年第一季度，接近七成的融
资总额来自 3 只非常庞大的不
同股权架构新股，当中两只为
第二上市。

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
人欧振兴表示：“香港新股市场
2021 年第一季度延续 2020 年
的热炽，并刷下新的融资金额
纪录。这是得于新经济新股的
强力推动，而这些新股贡献近
九成的融资总额。”

报告也指出，按今年第一季
所募集的资金和新股数量来看，
纳斯达克以 87 只新股和 1962
亿港元融资额位列 IPO 市场第
一位，香港交易所则因为3只极
大型新股上市居于第二位，纽
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
所随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取得
第五位。

今年是亿万富豪榜的中国
“牛年”。中国内地亿万富豪的
数量一举跃升至626人，今年榜
单的新面孔超过 40%来自中国
内地。

福布斯方面表示，从 2020
年全球富豪榜看到中国正在“缩
小差距”，亿万富豪人数仅次于
美国。去年，大中华地区突破历
史新高共有 492 位亿万富豪上
榜，不过仍远远落后于坐拥614
名富豪的美国。当时，福布斯分
析文章曾表示：“尽管美国亿万
富豪人数更多，独角兽企业估值
更高，但中国在这两方面的数字
却增长迅猛，无疑为未来迎头追
赶埋下了伏笔。”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
国今年共有 724 名上榜者，较
2020 年增长明显。但是，今年
大中华地区（内地及港澳台地
区）首次在富豪人数方面超过
美国，总数达到 745 人，大中华
地区财富总额超过五分之一。

不过，美国亿万富豪财富总额
仍然高居榜首，全球财富排名
前两名的富豪均是美国人——
杰夫·贝索斯（1770 亿美元）和
埃隆·马斯克（1510 亿美元）。

中国财富大幅增长的背后
动能是什么？福布斯方面分
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
经济表现优于世界上的大多数
国家，并且这一趋势很可能还
将在今年继续，这将有力地提
振资本市场。中国的医疗行业
为全世界提供了遏制疫情所需
的试剂盒和医疗物资，而在新
晋的中国内地亿万富豪当中，
10%多来自于医疗行业。资本
市场改革使上市更加容易，也
为中国的财富增长助了一臂之
力。香港依然是重要的金融中
心：现任中国首富、农夫山泉董
事长钟睒睒就是在农夫山泉在
港上市以后，以689亿美元的身
家荣登中国富豪榜首。

除了大中华地区首富钟睒

睒外，还有一批年轻的中国亿
万富豪值得关注。比如，在全
球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豪中，
今年39岁的汪莹位列最年轻的
行列。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商学院，是雾芯科技的 CEO。
2017 年，她在劝说父亲戒烟的
时候突然有了成立电子烟公司
的灵感。去年前三季度，雾芯
科技销售额达到 3.24 亿美元，
并于今年 1 月在纽交所敲钟上
市，汪莹拥有 26%的股份。又
如，去年年底，随着“盲盒第一
股”泡泡玛特的上市，创始人王
宁家族以 63 亿美元的财富身
家，成功迈入福布斯亿万富豪
的队列。又如受益于“美丽经
济”的国产玻尿酸龙头爱美客
自 2020 年 9 月登陆创业板以
来，股价一路攀升，最高突破
1330元，市值超千亿元，助力公
司董事长简军以56亿美元于今
年首次登上福布斯全球亿万富
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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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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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为清明节气，本周
复市后大盘存在一定压力，近
一两年节气时段市场体现为一
定阶段调整效应。

目前沪指维持箱体运行格
局，而短期 60 日均线 3520 点上
下一带或仍存在消化压力。本
周三钢铁、电力等板块走强，市
场在箱体波动下表现为板块题
材结构性行情，这种特征或总
体贯穿全年行情。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
引领下，近期市场反复掀起碳
中和、绿色低碳环保等相关概
念板块的重估热潮，电力、环保
工程、污水处理等品种较为活
跃。推动生态化发展已成为社
会共识，相关行业将迎来可持
续发展的机会。

钢铁、工程机械、水泥等板
块再度走强或较抗跌，在“碳中
和”大背景下，钢铁等去产能稳
步 推 进 。 在“ 十 四 五 ”开 局 之
年，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驱
动国内基建、新能源等下游行
业需求持续保持高景气，产品
更新换代和安全环保升级拉动
设备置换需求。

央行有关人士表示，未来将
以能源结构调整为核心，创设

直达实体经济的碳减排政策支
持工具，完善金融机构绿色金
融业绩评价，逐步将气候变化
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
架，推动更多地区进行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的试点。

制造业投资将是整体投资
中的亮点。分析人士认为，受
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内外
需求复苏等带动，中国一季度
制 造 业 投 资 有 望 保 持 两 位 数
增速。

国企改革概念也表现突出，
已有多家央企和地方国企实际
控制或控股的上市公司在 2020
年年报中披露国企改革的进展
动态，以及对“十四五”时期改
革目标的展望。

酿酒等抱团板块上周反弹
后近两日调整，正如本栏之前
分析，该类品种反弹上方存在
压力，除个别外年内创新高动
量或不足，市场需要新的抱团
品种。

4 月为业绩报告密集披露
期，估值合理而盈利增长超预
期的品种或受市场反复关注，
而低位低估值派息收益水平高
的品种或相对抗跌。

（黄智华）

近期市场波动加剧，以绝对
收益为目标的量化对冲基金受
到市场关注。截至 3 月 26 日，
当前公募市场共有25只量化对
冲基金（不同份额合并计算），其
中，13 只量化对冲基金在年内
实现正收益。

在量化投资领域建树颇丰

的景顺长城基金，去年 2 月 27
日推出了量化对冲策略基金景
顺长城量化对冲策略三个月定
期开放混合型基金。银河证券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 26日，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回报为
5.29%，优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
2.75%。 （杨广）

一季度有100只新股上市
合共融资761亿元，新股数量同比增加96%

市场反复挖掘成长题材

工银瑞信长跑实力股债双优
旗下12只基金荣登晨星业绩榜

A股市场发展多年来，经历
了多次的起起落落，公募基金能
够参与其中并在多轮的牛熊转
换中获得较好业绩实属不易。
其中，工银瑞信基金公司凭借股
债双优的投资实力，在投资长跑
中提交了一份亮眼的业绩答
卷。近日，晨星中国公布的公募
基金最近 1 年、3 年、5 年及 10
年业绩排行榜显示，截至今年3
月 31日，工银瑞信旗下 12只基
金、总计 22 次荣登同类基金业
绩 TOP10 榜单，更有 2 只基金
获近5年业绩排行冠军。

作为国内首家银行系基金
公司，工银瑞信成立近 16 年来
历经岁月和多轮牛熊的洗礼，以
专业的投资能力为投资者带来
了长期稳健的回报，旗下多只
基金收获了不俗的长期业绩。
本次晨星中国基金业绩榜单
中，工银瑞信基金更是表现亮
眼，股债产品全面开花，主动权

益类、固收类及被动指数类等
不同类型的基金在近十年、近
五年、近三年和近一年的不同
时间维度中均有上榜，凸显不
断完善的多元投资格局和优秀
的投资长跑能力。

总体来看，截至今年 3 月
底，工银瑞信旗下共有 12 只基
金、总计 22 次荣登晨星中国基
金业绩榜，分别为工银战略转
型A、工银文体产业、工银前沿
医疗A、工银养老产业、工银医
疗保健、工银物流产业、工银新
金融、工银沪港深A、工银互联
网加、工银灵活配置A、工银四
季收益债券（LOF）、工银深证
红利 ETF。这 12 只基金分别
由杜洋、袁芳、赵蓓、谭冬寒、张
宇帆、鄢耀、何秀红、赵栩等 11
位基金经理管理，充分展示了
工银瑞信强大的投研团队整体
实力。

（杨广）

公募量化对冲基金表现抢眼

过会率跌破90%透露何种信号？
监管和审核趋严是主因，这有利提升IPO市场成色和质量

文/表 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在经历去年的 IPO大
年之后，今年以来，A 股
IPO 市场迎来不少变化。
今年一季度，共有 133 家
A股 IPO公司上会，其中，
117 家公司过会，8 家被
否，8 家取消审核或暂缓
表决。从板块分布来看，
注册制下的科创板和创业
板仍是热门，分别有41家
和62家公司上会，合计占
比 77.44%；从月过会率
来看，较之去年的稳居高
位，今年已有明显“松动”，
3月份的过会率更是近一
年来首度跌破90%。

过会率下降，是今年以来
IPO 市场的一大特点。数据显
示，今年前3个月的过会率分别
为90.32%、90.63%和82.05%，低
于 2020 年同期水平，且今年 3
月的过会率，是近一年来首度跌
破 90%。而从被否企业的分布
来看，有6家来自科创板和创业
板，2家来自主板市场。

根据发审委披露的信息，
一季度 A 股 IPO 公司被否的原
因主要有哪些？记者统计发
现，8家企业被否原因主要涉及

“关联交易及其相关合理性”
“政策变动风险”“大客户依赖

风险 ”等大致 15 类问题。其
中，“关联交易及其相关合理
性”问题涉及的企业最多，包括
康鹏科技、灿星文化、九恒条码
和速达股份；其次是“未决诉讼
风险（包括税收追缴风险等）”，
牵涉企业包括华夏万卷、康鹏
科技和灿星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技术
实力和科创属性也是重点关注
内容之一，鸿基节能和汇川物联
的被否，便均涉及“是否具有核
心技术和研发优势，技术或研发
项目是否应用及创收”和“是否
符合创业板/科创板定位”两大

问题。
相较于被否企业，过会企业

则将开启属于自己的“资本盛
宴”，从一季度过会企业的拟募
资金额看，和辉光电以100亿元
居首。

将 2020 年定位“IPO 大年”
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去年 A 股
IPO融资额创下了近 10年的新
高。而在今年一季度，A股市场
总共有 100 家公司完成首发上
市，总共募集资金 761 亿元，分
别相当于过去一年的 22.47%和
16.29%，鉴于季节性，节奏未有
特别大的变化。

再来看看一季度成功过
会的企业，其同样蕴藏着一些
规律。

一季度过会的 117 家企
业，分布于19个省份。其中，
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广东、
江苏、上海、北京，分别以 28
家、22家、15家、13家和10家
过会公司，占据第一方阵。

从行业分布来看，按照证
监会的行业划分，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仍
然是上市公司来源的第一大
热门行业，一季度有 16 家公
司成功过会；其次则是专用设
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过会企业数分别达 13
家、12家和10家。

上述行业也正是国家解
决“卡脖子”问题的主要“战
场”，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的推进，以及国家科技创新战
略的加持等，上述行业在资本
市场的地位或将进一步提升。

再来看看过会企业的业

绩情况，除没有披露数据的南
侨股份外，116 家过会企业
2019 年的营业收入，从 1.42
亿元到155.54亿元不等，且主
要集中在 0-5 亿元、5 亿-10
亿元、10 亿-20 亿元三个区
间，过会企业数分别有44家、
31家、25家。

而从 2019年的归母净利
润来看，欧林生物、复旦微和
和辉光电未实现盈利，这三家
公司均拟上市科创板。其中，
和辉光电亏损额达 10.06 亿
元。盈利能力最强的则是铁
建重工，作为长沙工程机械

“四大金刚”之一，其归母净
利润达15.30亿元。

放松对 IPO 企业净利润
的要求，让更多代表未来发展
的潜力企业有更多机会登陆
资本市场，正是注册制下 IPO
改革的意义之一。

从分布区间来看，过会
企业的归母净利润，则主要
处于 0-1亿元和 1亿-5亿元
区间。

中国亿万富豪人数首次超过美国
钟睒睒身家达689亿美元，成为中国首富

近一年来月过会率首破90%

三家未盈利企业成功过会

IPO终止审查数量持续增加

近日，《福布斯》正式
公布第 35 期全球亿万富
豪榜，2755名亿万富豪登
上榜单，其中包括 493 名
新上榜者。2755 名亿万
富豪财富总额高达 13.1 万
亿美元左右，同比增加 8
万亿美元。值得关注的
是，来自中国内地亿万富
豪的数量一举跃升至626
位，今年榜单的新面孔超
过40%来自中国内地。大
中华地区（内地及港澳台
地区）首次在富豪人数方
面超过美国，总数达到
745人。

具体来看，即将卸任亚马逊首
席执行官的杰夫·贝索斯以1770亿
美元蝉联了四年的富豪榜榜首。埃
隆·马斯克则从去年的第31位飙升
至第二位，财富总额为1510亿美
元。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的伯纳德·阿尔诺仍排在第三位，紧
随其后的是排名第四的比尔·盖
茨。今年排名第五的是Facebook
的马克·扎克伯格。这是20多年来
沃伦·巴菲特首次未能跻身富豪榜
前五位。

今年，共有2755位新富豪迈入
亿万富豪俱乐部。随着中国经济
回暖及资本市场的活跃，来自中国
内地的新富豪达626位，新面孔中
超过40%来自中国内地，而上榜富
豪的业务也更多元化。更令人瞩
目的是，大中华地区（内地及港澳
台地区）首次在富豪人数方面超过
美国，总数达到745人，大中华地区
财富总额超过五分之一。

在中国内地富豪的排行榜上，
排在首位的中国富豪是农夫山泉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钟睒睒，
排名总榜第13位，拥有财富689亿
美元，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位置
最靠前的中国富豪。他以创办农
夫山泉起家，目前还控股上市公
司万泰生物。马化腾排名第15位
（身家658亿美元），身家553亿美
元的黄峥排在第21位，身家484亿
美元的马云排在第26位。

在2021年的亿万富豪榜上，
有1975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
他们自己创建了公司也创造了财
富。女性亿万富豪人数从2020年
的241人增加到328人。从全球范
围来看，亚太地区的亿万富豪数
量最多，有1149人；其次是美国，
有724人；欧洲有628人。

《福布斯》富豪榜团队负责人
Kerry A. Dolan表示：“这是屡破
纪录的一年，全球新上榜人数和亿
万富豪总人数双双创下历史新
高。此外，2021年首次见证全球亿
万富豪财富总额突破10万亿美元
大关，创造财富之快令人瞠目。”

财富总额首破10万亿美元 逾四成新面孔来自中国内地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许张超
制图/许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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