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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2018年， 中国资本市场平凡而不平静，发
行从紧、监管从严成为高频热词；湖南企业迎难
而上，奋力“闯关”。全省全年成功过会3家企业、
上市4家企业，这一成绩排名全国第九。

湘股大军在A股直面市场洗礼， 拟上市企
业、上市后备企业奋蹄直追。“冲刺”资本市场，
湘企蓄势待发。

4家企业成功上市，排名全国第九

近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第十八届发审委委
员拟任人选名单，从2017年10月开始履职的第
十七届发审委迎来换届。

第十七届发审委被称为“史上最严发审
委”。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IPO（首次公开募
股）“闯关”企业199家，成功过会企业仅111家，
过会率为55.78%，系2009年以来新低。

2018年，湖南共有5家企业上会，分别是湖
南盐业、和顺石油、长沙银行、五新隧装、宇晶股
份，最终3家过会，五新隧装1家被否，和顺石油
1家暂缓表决。

加上2017年底过会的御家汇，2018年共有4
家企业成为湘股新贵，募资总金额达45.8亿元。

御家汇2018年2月8日登陆创业板，募集资
金8.49亿元，开启了“国内IPO电商第一股”的资
本市场旅程。

湖南盐业2018年3月26日在上交所敲锣上
市，成为“中国盐改第一股”，实际募资金额5.57
亿元。

长沙银行2018年9月26日上交所上市，是我
省首家A股上市银行，募集资金达27.34亿元。

宇晶股份主营精密数控机床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2018年11月29日登陆深交所中小

板，募资金额为4.4亿元。
在发行从严、 监管从紧， 是IPO“小年”的

2018年，湖南4家企业上市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九。
截至目前， 湖南共有A股上市企业104家，

位居全国第九。

IPO排队企业加速冲刺，喜忧参半

根据中国证监会官网披露的最新数据，湖
南拟上市企业还有两家企业IPO在审。

专注鸡鸭养殖及加工销售的湘佳牧业，拟
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目前处于IPO“已受理”
状态； 专业从事环境自动化监测仪器仪表制造
的力合科技，拟向创业板发起冲击，状态为“预
先披露更新”。

曾在IPO排队的湘企，还包括华联瓷业、华
纳大、南岳电控、创智和宇等，但到2018年底，
或被终止审查，或撤回材料，或重新退回地方监
管局辅导。

方正证券投行业务相关负责人分析， 第十
七届发审委履职以来，奉行从严审核理念，上会
企业过会率呈大幅下降，终止审查的企业，基本
上存在这类或那类的问题，过会可能性较低，在
此“高压”下，许多“带病”企业干脆主动撤回材
料，“终止审查的企业，大部分不会放弃上市，通
常会先处理企业过会障碍，等障碍解除，仍会踏
上IPO新的征程。”

拟上市企业在加入证监会IPO排队之前，
会在当地监管局辅导备案。

2019年1月2日，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公
布的2018年12月湖南省拟上市公司报备情况
表显示，除和顺石油、湘佳牧业和力合科技外，
另还有19家企业的申报状态为“辅导”，其中包
括湘茶集团、湘财证券、安克创新、远大住工、华
文食品等明星企业。

上市后备企业338家，数量猛增

尽管2018年 IPO企业数量大幅缩减，但
2018年的上市后备企业数量扩容势头强劲，越
来越多的企业， 希望能够跻身资本市场获得更
大发展。

2018年12月29日，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公布了全省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名单，共
有338家公司入选，较2017年度的275家增加了
63家。

入库企业中，长沙市企业最多，达107家，
较上一年度86家增加了21家；其次是株洲企业
36家、邵阳企业30家。

入库企业最少的地区是张家界和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皆为5家；对比2017年度，两市
的入库企业均没有发生变化，以旅游企业、农业
（加工）企业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后备企业中，有不少是新三
板挂牌企业。截至目前，湖南新三板公司的IPO
战绩，仅有九典制药1家企业成功“晋级”。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表示， 将把省上市
后备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按照省、市相关优
惠政策，予以大力支持，对涉及企业改制上市的
有关工作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同时要
求进入省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的企业， 加快改
制上市步伐，规范经营，争取尽快上市，充分利
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现有的IPO流程大致为股份制改造—上市
辅导—IPO材料申报—证监会受理反馈—上
会—发行上市。“上市后备企业名单中， 有很多
是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小型的企业，甚至还尚未
完成股份制改造，对这些企业来说，上市的‘万
里长征’还没走出第一步。”方正证券投行业务
相关负责人说。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黄利飞）湖南
国资驰援民营上市企业再发力。1月22日晚间，
尔康制药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帅放文及其一致行动人湖南帅佳投资有限公司
获批27.7亿元纾困资金扶助支持， 这是目前为
止湖南省市两级国资驰援民企金额最大的案

例，其他公司支持金额基本是亿元级别。
此纾困资金用于帅放文及其一致行动人化

解股票质押风险， 扶助方式为通过有关单位发
放信托贷款。

尔康制药表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获批纾困资金扶助支持， 体现了长沙市人

民政府对民营企业及经营者的关怀和大力支
持， 有利于纾解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金
压力，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据了解，去年10月，湖南相关部门向省政府提
交了针对辖区内民营上市公司的援助计划。 长沙
市迅速行动， 多次对辖区内上市公司进行情况摸
底，与上市公司密切沟通和协商，发起化解上市公
司股票质押风险行动，帮助企业纾困，化解风险。

截至目前，湖南省内已有9家民营上市公司
获得省市两级国资支持，包括尔康制药、亚光科
技、拓维信息、楚天科技、克明面业、天舟文化、
唐人神、湘油泵、金杯电工。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黄利飞）1月22
日，湘股九芝堂公告称，公司及9名高管因违反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收到
湖南证监局下发的警示函。

2018年6月，九芝堂宣布拟以10.11亿元的
价格， 受让刘梅森所持有的北京科信美德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信美德”）
26.87%的股权。当时九芝堂称，刘梅森与公司
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湖南证监局出具的警示

函显示， 科信美德的股东———厦门蓝图清创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厦门蓝图”），
系九芝堂关联法人， 因为九芝堂董事刘国超
认缴了厦门蓝图99%的出资额；故九芝堂购买
科信美德股权， 将与关联方厦门蓝图构成共
同投资科信美德。 本次交易应被认定为关联
交易， 但九芝堂既未将本次交易认定为关联

交易并予以披露， 亦未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
序。

另外， 九芝堂拟收购股权的交易对手方刘
梅森， 现任职牡丹江霖润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
司，该公司系九芝堂董事长李振国实际控制；刘
梅森投资科信美德的资金6000万元来源于李
振国。九芝堂也未充分披露上述信息。

湖南证监局认定， 九芝堂及其董事长李振
国，董事刘国超、李劲松、盛锁柱、杨承、董事兼
时任董事会秘书徐向平和独立董事马卓檀、王
波、张昆，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 决定对九芝堂及上述高管采取出具
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并记入中国证监会诚信档
案。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吴静）随着“滴滴”一声响，长沙市
胡女士在“第E仓”电商平台购买的日韩进
口化妆品完成了网购保税1210业务模式
的“湖南第一单”。今天，长沙跨境电商综试
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自此，我省
的跨境电商企业拥有了首个自己的一站
式线上服务平台，不必再借用外地通道。

网购保税1210业务模式是国内跨境
电商综试区和综保区所特有的跨境电商
业务模式，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保税备货进
口”，在海关的监管代码为1210，它最大的
优势就是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按个
人自用进境物品进行监管，不执行有关商
品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求，也
就是所谓的“免通关单”模式。

长沙海关介绍， 这种模式企业能够
第一时间享受到跨境电商进口新政的改

革红利， 可以根据市场预测和消费者需
求，先从国外集中采购大量商品，进口并
存储在保税仓，然后根据订单，以个人物
品方式出区配送到消费者手上， 在通关
效率、 商品质量、 性价比方面都优势明
显。而对于消费者，买卖流程周期将从跨
境直购的3至7天缩短到1至2天，所购买
的商品品质也将更有保障。

上线仪式上， 长沙市商务局局长高伟
发布了长沙市有关跨境电商发展专项扶持
政策，就《长沙市跨境电子商务产业资金管
理办法》进行解读，省、市计划每年拿出2亿
元来支撑跨境电商发展专项扶持政策，各
有关区、县（市）相应配套，将在跨境电子商
务平台（线上平台）建设、支持跨境电子商务
园区（线下平台）建设、大力培育跨境电子商
务经营主体、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等方面进行多层次、全方位扶持。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2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披露：去年全省
支付系统共处理业务2.68亿笔， 同比增
长12.45%， 流量总额78.19万亿元。至
2018年末，全省支付系统共有各类银行
业参与机构6102家，较上年增加211家，
基本涵盖了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具体看， 去年全省大额支付系统流
动的资金总规模为57.84万亿元。跨省资
金流动规模39.85万亿元，占总流动量的
69%，与上年基本一致。其中，大额支付

系统交易金额占总金额的96.97%，平均
单笔交易金额127万元； 小额支付系统
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的业务笔数占
总量的77.69%， 平均单笔交易金额1.14
万元。

统计还显示， 与我省支付资金往来
较大的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占
到总流动规模的74%。 省内资金流动总
规模为17.99万亿元，其中，长沙地区支
付资金量占到全省的56.58%，其他支付
业务量较大的地区为湘潭、株洲、岳阳、
常德等。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2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披露：2018年全
省人民银行系统共受理金融消费者投诉
1735件， 受理金融消费者咨询1755件。
从投诉机构类型看， 涉及银行业机构
873件，占50.32%；涉及第三方支付机构
及其他金融机构841件，占48.47%；涉及
保险业20件，占1.15%；涉及证券期货业
1件，占0.06%。

统计显示， 电话受理金融消费者投
诉成为主要渠道。去年通过“12363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受理1465
件，占84.44%，除75起尚在规定的时间
内处理外，其余均已办结。

从投诉集中领域看， 主要涉及支付
结算（银行机构、支付机构为第三方平台
提供资金清算服务）、征信（个人信用报
告征信异议）、其他（利率、代理销售理财
产品等）， 分别占投诉总量的62.51%、
20.28%、17.21%；从投诉原因看，金融机
构违法违规经营、消费者风险意识薄弱、
消费者误解、 服务态度分别占53.41%、
18.17%、14.63%、13.79%。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奉永
成）今天，省市场监管局、省自然资源厅
签署协议， 大力支持省测绘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授权站（简称：省测绘质检站）平
稳发展， 促进全省测绘地理信息高质量
发展，更好地维护测绘市场公平秩序。

省测绘质检站是我省唯一具备测绘
质检资质的专业机构， 为全省土地资源
调查、数字城市建设、不动产基础数据建

设、地理国情普查、耕地保护、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等重大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提供
了技术支撑。去年，根据省委机构改革部
署， 省测绘质检站从原省国土资源厅成
建制转隶到省市场监管局。

今年， 省测绘质检站将加快研究出台
地理空间数据与产品标准， 促进我省测绘
地理信息产品质量提升， 为全省自然资源
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悦 于胜男） 广铁集团长沙车
务段今日发布，2月8日（正月初四）至2
月20日（正月十六）将迎来湖南普铁客
流高峰期。为应对客流高峰，岳阳、常德、
益阳三站将在节后陆续开行15趟开往
广州、 深圳、 汕头和上海等地的始发临
客。

节后，岳阳火车站将增开7趟往广州、
汕头、深圳、上海方向列车；常德火车站将

增开7趟往广州、上海、长沙方向的普铁和
动车组列车； 益阳火车站将增开1趟往广
州的列车。具体开行日期时间，以车站广
播、公告、12306网站为准。

长沙车务段提醒旅客， 宁乡火车站
在春运期间停办客运业务； 临湘、 路口
铺、汨罗、衡山、临澧、汉寿6个火车站在
春节（2月5日）后将停办客运业务，这些
地区的旅客可就近选择其他火车站或其
他交通方式出行。

1210业务模式完成“湖南第一单”
长沙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上线

全省支付系统流量总额近80万亿元
与我省支付资金往来较大的地区为北京、

上海、广东

去年省人民银行系统
受理投诉1735件
涉及银行业机构投诉过半

省市场监管局、省自然资源厅签署协议
促进测绘地理信息高质量发展

岳阳常德益阳火车站
节后增开15趟临客

宁乡火车站春运期间停办客运业务

湘企奋力冲刺资本市场
———2018年湘股回眸之一

尔康制药获27.7亿元纾困资金支持
刷新湖南国资驰援金额纪录， 目前已有9家民营上市

湘企获支持

未如实披露10.11亿元关联交易

九芝堂及9名高管收到警示函

春运进行时

电子信息产业
蓬勃发展
1月22日，湘西经济开发

区星际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工人在加工新能源电池。该企
业主要研发用于中低速汽车、
电动车、储能电池组、电动工
具等领域的产品。近年，该区
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加
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
转型升级。截至2018年底，已
引进电子信息类企业23家。

张术杰 肖睿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