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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末国内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79万亿元 将有更多政策出台
▶▶详见A2版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全国两
会召开在即，国务院19日对外公布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
务落实情况表，38项指标任务均已
完成。

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6.5%的目标，实际“成绩单”显
示，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达990865亿
元，比上年增长6.1%，符合年度预期
目标。

报告提出，2019年城镇新增就
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
4.5%以内。落实结果显示，去年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为3.62%，完成年度目标。

减税降费方面，报告提出，2019
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万亿元，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
税率降至13%。实际上，去年全年减
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制造业等行

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
民生方面，报告明确，2019年减

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新建
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移动网络
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最
终，去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109万人、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9万
公里、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较上
年降低41%。

生态环保方面，报告明确，2019
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
3%，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下降
2%。落实结果显示，去年全国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
4.4%和3.5%，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
量分别下降3.2%和3.3%。

38项指标任务还包括中央财政
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
费再压减3%左右等，这些任务均已
完成。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标落实情况公布

袁 元

近来，从万里之遥的太平洋彼岸，
刮起一阵阵逆全球化发展的旋风，有
一些言论鼓励外企将其设在中国的企
业撤出中国。外企会撤出中国吗?中国
商务部部长钟山18日分析称，中国利
用外资的优势是“很明显的”，“聪明的
企业家不会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

钟部长的讲话可谓是一针见血，触
及到了外企是否会撤出中国的根子所
在。外企是否会撤出中国？最根本的问
题是外企能不能在中国市场赚到钱。而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的肯定。

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
市场的经济体量已经排在了全球第二，
中国有丰富的、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
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接近1000万人，其
中大多数来自于理工学科，为企业发展
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储备。不光如此，在
全球经济产业链上，中国具有完善的产
业配套能力。以当前疫情之下各国最
为急需的口罩为例，中国通过庞大的产
业配套能力，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不
仅解决了国人抗击疫情所急需的口罩
供给问题，还可以向全球各国每天提供
上亿个口罩的出口，为全球抗击疫情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此外，中国拥有全球
最为先进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物流
运输体系，以及全球最为先进的5G通
讯体系，这些都为外企在中国市场上赚
钱提供了极为完备的基础体系。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不仅拥有一
个14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还拥有一
个正在不断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辐射
发展的更大的市场。从今年前4个月
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可以看出，虽然受
到疫情的影响，中国与欧美各国的贸
易额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中国与
亚洲周边各国的贸易额仍然呈现出一
定幅度的增长，如此庞大的市场，自然
而然会给来此掘金的企业家和投资者
提供众多的投资发展机遇。

一个人能够成为企业家，一个必
备的特质是聪明。只有聪明的企业
家，才能高屋建瓴的看清企业发展的
趋势所在，才能把握住企业发展的商
机，才能在波澜起伏的商海中脱颖而
出。而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无疑
为这些聪明的企业家提供了极为肥沃
的发展土壤。

不光是中国日新月异的市场为聪
明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肥沃的发展
土壤，中国当下正在推进之中的更进一

步的市场经济改革，也为聪明的投资者
和投资资本提供了投资发展的新机遇。

5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意见》公布，对新时代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任
务和举措进行系统设计，为在更高起
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
制改革提供行动指南。相信国内外每
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以及向来反应最为
敏锐的极为聪明的金融投资资本，都不
难看出其中所蕴藏的巨大的投资机遇。

单单从土地制度改革这一个维度
来看，在坚定“房住不炒”的既定政策
下，原先沉淀于房子之中的大量资本
必然会寻求新的投资发展机会。面对
数以万亿元计的新基建投资机会、央
企和地方国企的混改机会、中国金融
业对外资全面开放的投资机会，凡此
种种都为外资和外企搭上新时代中国
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提供了新机遇。看
清了这个发展大势的聪明的投资者和
聪明的投资资本，相信会在中国经济
发展的新时代中，大有所为。

投资中国：
聪明企业家和投资者都会做的聪明决策

本报见习记者 吴晓璐

受益于并购重组规则的优化，以
及监管层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优化服
务方式和弹性监管政策，今年以来，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受疫情影响较小。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按全市
场口径，今年前4个月，境内上市公司
实施并购重组744单，同比增长4.2%，
涉及交易金额5016.85亿元，基本与
去年同期持平，但在国内并购重组中
占比提升至65%（此前为约60%）。
另外，今年以来，并购重组审核效率
也明显提升。

审核效率大幅提升
弹性监管助力并购有序开展

“疫情确实对并购重组的一些活
动产生影响，如日常出差等。但是从
客观上来看，疫情对并购重组也是有
促进作用的。一方面，在疫情影响
下，一些企业可能存在各方面的压
力，进而加速从市场出清；另外一方
面，随着并购重组规则的优化，以及

审核效率的提高，资质较好的企业，
融资更加便利，也有助于提升并购重
组市场活跃性。”国海证券研究所宏
观研究负责人樊磊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自A股开市以来，证监会不
断对并购重组进行特殊监管安排，助
力上市公司稳妥、有序开展并购重组
业务。如证监会先后对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财务资料有效期、股东大会通
知时限、业绩承诺等事项进行延期安
排；出台与再融资新规衔接的配套政
策；在特殊时期，鼓励企业电子化远
程报送材料，采用视频会议等方式召
开重组委会议，保持并购重组受理和
审核常态化。

以小康股份为例，2月份A股复工
以来，公司曾两次申请延期财务数据
有效期，每次延期1个月，并最终通过
审核取得批文。据《证券日报》记者
了解，此前并购重组财务数据有效期
是“6+1”，即6个月有效期过后，可以
申请延期1个月，在疫情期间，采用

“6+1+1+1”规则，即6个月有效期过
后，可以连续申请3次延期，每次可延

期1个月。
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并购重

组审核效率在不断提升。据了解，今
年前4个月，并购重组平均审核用时
不到40天，用时仅为2018年的三分之
二。而在2018年和2019年，并购重组
平均审核用时分别为61天和53天。

另外，随着配套融资制度的优
化，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配套融资
比例大幅提升。据了解，今年以来，
证监会核准项目中，近70%项目存在
配套融资，同比增长10%。而在今年
前4个月，A股实施重大资产重组25
单，交易金额1621.93亿元，同比增长
28.32%，配套融资202.75亿元，同比
增长28.86%。

交易金额在国内占比提升
产业并购成主流

并购重组常态化审核和实施背
景下，今年前4个月，A股并购重组交
易金额在国内并购重组交易中占比
也在提升，为65%，较此前提升5个百
分点。 (下转A2版)

疫情下并购重组审核、实施常态化
前4个月实施金额超5000亿元
在全国占比65%

本报记者 桂小笋

曾经在两市被热炒的壳公司，
近年沦为“鸡肋”。

据同花顺iFinD数据，梳理近9年
来的借壳上市成功案例可知，2014
年至2016年，两市借壳上市成功案
例延续3年的高峰期后，借壳上市在
最近3年（即2017年至2019年）出现
了大幅回落，历年成功案例均仅为
个位数。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对《证
券日报》记者介绍，2017年后，证券
市场开始进行改革，一方面大幅提
高了借壳的难度；另一方面加快了
IPO审核的速度，加上借壳重组在清
理资产、规定时限等方面的难度加
大等，都明显抑制了壳资源的交
易。“目前，壳资源供大于求。”

最近3年，“借壳上市”资本运作
手法降温明显。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2011年
至2019年，9年间成功的借壳上市案
例分别是4起、15起、16起、24起、34
起、29起、8起、5起、9起。而今年以
来，仅有3起成功案例。

对此现象，沈萌认为，证券市场
改革“一方面大幅提高了借壳的难
度，特别是比照IPO的标准，降低了
很多借壳方的意愿，另一方面加快
了IPO审核的速度，减少排队等候的
周期。加上借壳重组在清理资产、
规定时限等方面的难度加大，特别
是注册制的循序推出，都明显抑制
了壳资源的交易。”

不过，“壳资源依旧有价值，毕
竟还有很多连注册制都难达标的企
业想上市，但（壳资源需求）数量急
剧减少。”沈萌说，对于两市当前的
小市值公司而言，通过并购做资产
重组仍然可以做大，但这不一定是
借壳。

沈萌分析称，此前，“一些壳资
源虽然没有到戴帽ST的境地，但也
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往往会导
致资产重组进展不顺。而未来包括
科创板和创业板的IPO门槛进一步
放宽，企业对借壳的需求会进一步

萎缩。”
需求的减弱，也使得二级市场

对“炒壳”出现了明显的退热。同花
顺iFinD数据显示，以5月18日收盘价
计算，总市值低于10亿元的公司有
超过20家，其中，这些公司基本全是
ST类企业。

结合ST类公司的业绩可知，不
少ST类公司，依靠自身力量重回正
常经营轨道比较困难。同花顺iFinD
数据显示，目前83家ST类公司的风
险预测类型为“可能暂停上市”。遭
到这一风险预测，主要由于大多ST
公司“连续两年亏损，且最新业绩预
告续亏。”而另有55家公司被业绩预
测为“可能不变”（ST状态）。这主要
由于其中大多公司“最新年报盈利，
但最新业绩一期业绩亏损，或最新
业绩预亏等。”

除了业绩难现好转，面值退市
也成了悬在许多公司头上的利剑。

5月13日，ST锐电进入退市整理
期，成为今年首家面值退市股；天广
中茂也在5月份宣布，4月9日至5月
11日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均低于股票面值（即1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5月12日开市
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公司股
票停牌起15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
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随着面值退市公司的增多，综
合政策的影响以及小市值公司不再
受追捧等现象，关于壳资源热度减
退的话题再度出现。

综合来看，“壳资源目前供大于
求。”沈萌表示，此前，有一些公司
上市之后就想着卖壳，扰乱了正常
的市场秩序，而借壳上市的过程
中，“‘洗壳’的成本也比较高，除了
资产置换或处理的成本外，还有很
多隐性成本，例如一些表面看无伤
大雅，但换了实控人就会暴露出来
的问题，诸如上述也‘劝退’了很多
想借壳的优质资产。此外，以前企
业认为借壳是快速上市的捷径，但
在现有政策和市场环境下，借壳的
性价比已经很差了。”

借壳上市9年兴衰记：

壳资源供大于求
借壳案例连续3年跌至个位数

5月19日，游客在武汉欢乐谷内游玩。当日，湖北武汉欢乐谷重新开放。园区执行客流量管控，游客需通过网
上预约才能进入，室内场馆暂不开放。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武汉欢乐谷重新开放武汉欢乐谷重新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