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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江洪渭 陈德辉）今
天，农行湖南分行传出消息：该行为
隆平高科办理的15.3亿元内保内贷
资金已汇入隆平高科香港SPV公司
账户。 隆平高科将用这笔资金收购
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在巴西的部分玉

米种子项目， 从而丰富隆平高科玉
米种质资源， 与公司的商业化育种
体系形成优势互补。

今年8月，得知隆平高科拟联合
中信农业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收购美国陶氏化学在巴西的部分玉
米种子项目后， 农行湖南分行迅速

成立由行领导任首席客户经理的跨
部门、跨层级营销服务团队，联动农
行香港分行， 通过内保内贷产品为
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农行湖南分行主要负责人介
绍， 此次收购不仅有助于隆平高科
“走出去”开疆拓土，也是农行湖南

分行帮助湘企“走出去”的大事件。
据了解，为支持“湘企出海”“湘

品出境”， 近年来农行湖南分行通过
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模式，累计
为隆平高科、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华
菱集团、湖南有色和水电八局等重点
客户办理“走出去”融资100多亿元。

黄利飞

10月17日， 中国证监会新一届发行
审核委员会履职以来， 湖南有4家企业
IPO(首次公开募股)上会审核，奥士康、
科创信息、御家汇“闯关”成功，湘北威尔
曼被否。

有意思的是， 被否的湘北威尔曼业
绩亮丽，2015至2017年上半年净利润分
别为1.63亿元、1.76亿元、1.04亿元； 而成
功过会的科创信息， 今年上半年亏损
1047.65万元。

亏损企业IPO成功过会意味着什
么？

查阅相关资料，笔者发现，科创信息
只是暂时亏损。 这家企业主要为政府机
构、企事业单位在智慧政务、智慧企业领
域提供软件开发、 系统集成及运行维护
等方面提供服务， 深耕行业多年具备领
先优势。 面对汹涌澎湃的 “互联网+”浪
潮， 企业发展潜力巨大。2014年至2016
年，其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65.39%；今年
上半年虽亏损， 但预计今年全年可盈利
4233.17万元。

亏损没有影响科创信息过会， 显示
新一届发审委已告别“业绩为王”的审核

理念。企业能否过会，发审委不但考量企
业的业绩，还注重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企
业内控有效性、公司治理规范性等，对拟
上市企业进行全面综合审慎评估。

新一届发审委员多来自监管系统，
更多地从监管角度审视企业， 重点抑制
IPO财务造假与业绩粉饰， 以减少新股
业绩变脸。 发审委尤为关注企业毛利率
异常。专业人士称，一家企业如果毛利率
水平明显超过行业龙头企业， 难免存在
财务疑点。近1个多月以来，IPO过会被否
的企业如双飞轴承、稳健医疗、国金黄金
等，都存在毛利率水平过高情况。

资本玩家相继倒台、 内幕交易无所
遁形、欣泰电气退市、茅台股价一涨再涨
……如此种种， 无一不显示A股监管从
严从重、价值投资渐趋显现、投资者愈发
成熟理性。 发审委从源头严把上市企业
质量关，更有助于资本市场规范发展。

针对新一届发审委的审核新风
格，拟上市企业宜做足功课。与其费力
去粉饰业绩， 不如着力提升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

我们或能看到，业绩造假、不守规矩
的企业，无缘资本市场；质地优良、有成
长性的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谈经论市

亏损企业IPO成功过会
意味着什么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熊军）近日，在株洲县
龙潭镇龙潭村亭网公路旁， 随着
“轰”的一声响，一栋占地120多平
方米的土坯房在挖掘机推动下应声
倒下。“这是我们村拆除的第226栋
土坯房。” 龙潭村支书刘必武说，到
11月底， 全村300多栋土坯房将全
部拆除。

据了解，今年来，为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株洲县投入1亿元，打响农村
危旧土坯房“歼灭战”。以拆除为主、
修缮为辅，用4个月时间完成8400余

栋土坯房整治任务，实现全县危旧土
坯房清零目标。县里规定，凡“一户一
宅”拆除土坯房的，可获每平方米60
元拆房补偿和每户5000元安置补

助；“一户一宅”修缮土坯房的，可获
每户1.2万元修缮补助。

同时，株洲县将土坯房整治与
国土部门“增减挂钩”政策结合，通
过对拆除后的土坯房宅基地进行
复垦，增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耕
地占补平衡指标。经测算，在第一
阶段整治过程中，预计复垦面积将
达到250多亩。

投入1亿元

株洲县全面整治农村危旧土坯房

农行湖南分行助力湘企“走出去”
发放15.3亿元内保内贷资金，帮助隆平高科收购境外项目

11月22日， 长沙市雨花区环
保科技园， 我省2017年重点建设
项目云冷1号主体封顶。 该项目将
为长沙新增10万吨冷库容量，也是
目前全省最大的单体冷链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全省最大
单体冷链项目
主体封顶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陈淦璋 ）从11月21日起至本月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普通
纪念币（简称“建军纪念币”）进入
第二批预约兑换期， 至此将发行
完毕。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昨
天发布建军纪念币第二批预约统
计情况称： 我省此次分配数量为
369.78万枚， 整体预约情况火爆，
仅线下预约还有少量剩余。

建军纪念币面值10元， 材质

为双色铜合金， 与同面额人民
币等值流通， 全国总发行量2.5
亿枚，每人最多可预约、兑换40
枚。根据央行安排，第一批预约
期为8月25日至8月31日，9月22
日至9月30日办理预约兑换；第

二批预约期为11月13日至11月20
日，11月21日至11月30日办理预
约兑换。

从我省预约情况看， 第一批
分配数量为200万枚，8月25日预
约当天， 短短数小时内线上预约

即被一扫而光； 而第二批也备受追
捧，至预约截止日，线上预约余量显
示为零，仅线下预约还有7.3万枚剩
余。

对此，省会收藏界人士表示，建
军题材的纪念币以前发行过贵金属
材质的， 普通纪念币还是第一次发
行，有一定特殊性。不过，此次全国
共发行2.5亿枚，发行量扩容让更多
人有机会收藏， 也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资本炒作。

建军纪念币湖南预约火爆
30日前办理预约兑换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盘佳 李子寒）11月22
日， 永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约
谈“丸子微观永州”“永州焦点”“潇湘
热点”3家微信公众号负责人。

经查，11月16日，“丸子微观永州”
微信公众号发布未经核实的谣言信息。
“潇湘热点”“永州焦点” 微信公众号于
11月15日、11月16日先后转载非官方发
布授权的事件通报，违反了《互联网用

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即时通信工
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通过约谈，3家微信公众号负责人
均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整改，严
格遵守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 落实各
项规章制度，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切实
承担起网络自媒体的社会责任、 法律
责任。

永州3家微信公众号被约谈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谭珊）11月18日至20日，湖南胡
杨助学励学公益基金会有关负责人再
次来到益阳，为益阳市一中等10所学校
372名贫困学生送来148.8万元助学金。
至此，该基金会已先后为益阳2056名学

生发放助学励学金888.4万元。
2012年4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原

常务副局长、 党组原副书记祝光耀，
邀集部分益阳籍在京人士共同发起，
成立湖南胡杨助学励学公益基金会。
至今，基金总额已达3900万元。

胡杨基金会资助贫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