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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吴晓璐

6月28日，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格
式准则，增加公司董监高对定期报告
审核程序和发表异议声明的规范要
求、专门章节披露债券发行情况等，
并简化定期报告正文披露内容。证
监会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上市
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切实维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表示，为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定期报告的编制及信息披露行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修订
后的《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披办法》），结
合监管实践，证监会对《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以下简称《年报格式准则》）、《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以下简称《半年报格式准
则》）进行了修订，并于 2021年 5月 7
日至2021年6月7日公开征求意见，
现发布施行。

据悉，本次修改总体保持了原有
框架结构，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一
是落实修订后的《证券法》《信披办
法》，增加公司董监高对定期报告审
核程序和发表异议声明的规范要求；

二是根据创业板、科创板相关法
规，要求创业板、科创板公司在年报
中有针对性的披露反映其行业竞争
力的信息。若创业板、科创板公司上
市时未盈利，在实现盈利前要求在年
报中披露尚未盈利的原因、影响及风
险。若公司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还
要求在年报中披露该等安排在报告

期内的实施和变化情况，以及表决权
比例前10名的股东情况；

三是按照《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公开发行
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以及银行间债券
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公
司在定期报告中以专门章节披露债
券情况，并调整了债券相关情况的披
露内容；

四是结合退市规则，若公司年度
扣非前后净利润存在负值，要求在年
报中披露营业收入扣除情况；

五是结合前期监管实践，对于占

用担保、子公司管理控制、表决权委
托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等情况，在定
期报告中分别作出专门的信息披露
要求；

六是为协同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乡村振兴等工作，鼓励公司在定
期报告中披露为减少其碳排放所采
取的措施及效果，以及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乡村振兴等工作情况。

此外，本次修改适当简化了定期报
告正文披露内容，删除了定期报告摘要
中的“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章节，改为
对报告期内重要事项进行分析。

证监会：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信披监管

本报记者 刘 琪

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发布公
告显示，当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300亿元7天
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维持2.2%不变。值得关注
的是，自央行6月24日打破3月份以来每交易日滚
动开展100亿元逆回购操作的“新常态”后，这已是
央行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开展300亿元逆回购操
作。鉴于这三个交易日公开市场均有100亿元逆
回购到期，故央行累计实现净投放600亿元。

对于为何突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央行
在6月24日、6月25日、6月28日的公开市场业务交
易公告中均有明示——为维护半年末流动性平
稳。实际上，从近几年来看，每到半年末时，央行
都会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来平稳护航年中
流动性。不过，《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相较于往
年，今年为维护半年末流动性开展的逆回购操作
来得相对晚了一些，力度也相对小了一些。

比如，在2019年，央行在6月13日就发布公告
称，为维护半年末流动性平稳，当日以利率招标方
式开展了1000亿元28天期逆回购操作。而在2020
年年中时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中首次出现

“为维护半年末流动性平稳”的措辞是在6月18日，
央行当日开展了500亿元7天逆回购，叠加700亿元
14天逆回购，累计1200亿元，并且这样的“7+14”
逆回购操作连续开展了4个交易日。

对于今年的变化，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
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一方面，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持续处于较
宽松状态，短期拆借需求不大，这决定了央行应对
半年末流动性季节性限制因素的政策力度不大；
另一方面，目前处于半年末的时间节点，14天等相
对略长期限的流动性投放必要性不大。

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的较为宽松，从货币市
场利率可以得到印证。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数据显示，6月25日，隔夜Shibor（上海银行间同
业拆放利率）报1.55%，为6月份以来最低水平；6月
28日，隔夜Shibor虽小幅上行0.8个基点报1.558%，
但仍处于低位水平。不过，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
示，截至6月28日16时30分，DR007加权平均利率报
2.2903%，而其10日均值为2.2661%，虽然仍在7天
逆回购利率2.2%附近运行，但存在走高趋势。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对《证券日报》记
者分析称，如果DR007等利率品种持续出现明显
上行，那也需要适度增加流动性投放操作以满足
市场合理的流动性需求，保持市场利率的相对稳
定。预计在本月末下月初央行仍将主要以短期逆
回购操作为主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帮助金融机构
跨越特殊时点影响。

“半年末节点跨过后，央行持续加大短端流动
性的必要性可能暂时降低。不过随着政府债券供
给增加，央行似乎仍然有必要保持一定的投放规
模，但这也取决于前期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
程度。”陶金认为，总体上看，后续的流动性可能还
会回到较平稳的合理充裕状态。

三个交易日净投放600亿元
央行护航半年末流动性平稳

赵子强

年中节点，各类盘点纷至沓来，
而市值增长则是跟投资者心理距离
最近的盘点主题之一。

特别是东方财富 6 月 25 日以
3379.79 亿元的市值晋升券商市值

“一哥”，更引人注目。毕竟，在半年
前，其距券商原“一哥”中信证券的市
值差距是1130亿元。

截至6月28日收盘（下同），较去
年末市值增长超1000亿元的公司多
达 10 家，它们分别为：宁德时代、招
商银行、中国石油、中远海控、比亚
迪、海康威视、药明康德、贵州茅台、
隆基股份和片仔癀，这些公司市值合

计增长更是达到1.86万亿元。与此
形成对比的数据是，2021年以前上市
的 4128 家公司，在同一时段内合计
增长的市值也只有4.45万亿元。要
引发这么大的市值增长，投资者积极
参与持仓是必要条件，这 10 家公司
股票今年以来，合计期间成交额达到
5.22万亿元。

市场资金因何会对这些股票有
参与激情？

科技创新属性是投资者热捧的
重要原因，上半年市值增长超千亿元
公司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大。例如宁
德时代，早在6月11日就已进入万亿
元市值俱乐部，公司 2020 年仅研发
费用就有36亿元。而这在10家市值

增长千亿元的公司中并不是个例
——在公布研发费用的9家公司里，
有7家公司超过2亿元，其中，中国石
油、比亚迪和海康威视的研发费用均
超过60亿元。

从研发费用占营收比来看，海康
威视以10.04%显示了其对科技创新的
重视，这一比例远高于电子制造行业
的平均值，其他有可比数据的8家公司
也仅有3家公司低于行业平均值。

投资股票是投资未来，历史数据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趋势，上述
10家公司历史数据也表现出高成长
性这一特征。2016年以来的5年里，
10家公司均实现营业总收入的复合
正增长，其中，有 9 家公司的复合增

长率超过同期 GDP 年均增长水平，
排名前二位的隆基股份和宁德时代
更是达到55.79%和54.57%。

有吸引力的现金分红也是激活
投资热情的重要催化剂。前述市值
增长超 1000 亿元的公司分红很给
力，有9家公司2020年年度给出现金
分红方案，其中有3家公司股息率高
过银行一年期定期利率。贵州茅台
分红最高，达到242.36亿元，每股分
红19.23元，唯一没有现金分红的中
远海控也给出了10股转增3股的送
转方案。

盘子大是上半年千亿元造富股
的重要特征。上述 10 只个股，去年
年末市值最低者中远海控也达到

1496.89亿元，此外，有5家公司同期
总市值在5000亿元以上。现在的大
数据监控能力大增，中小盘股在大资
金的进出时容易引发股价的大幅波
动，进而可能引发关注，也只有超千
亿元的盘子才能符合目前偏股型基
金动辄上百亿元体量的从容进出。

那么，下半年，这种态势是否可
以持续？对于这些造富龙头，我们
期待它们能持续带来财富，但股价
永远都围绕价值这一基本逻辑不会
变，投资者在认准趋势的同时，仍需
要时刻留心。

半年内市值增逾千亿元 这10家公司有何秘诀？

本报记者 昌校宇

距离 7月 1日起将实行的“3亿
元市值”退市指标仅剩2个交易日，
届时连续 20个交易日总市值均低
于3亿元的股票将终止上市。

时间回拨至 2020年底，沪深交
易所发布退市新规，在保留“面值退
市”等交易类退市标准的基础上，设
置“3亿元市值”退市指标，并明确
该指标计算期限将自 2021年 7月 1
日开始。

“交易所新增‘3 亿元市值’退
市指标，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市场生态不断修复的重要体现。”
北京利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
合伙人常春林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市值是市场充分博弈的结
果，微小市值的公司往往缺乏投资
价值，存在被炒作的现象，结合目
前资本市场发展现状，将市值极低
的公司清出市场，也有利于投资者
理性选择，引导价值投资，实现市
场优胜劣汰。

不过，从目前A股市场上市公
司总市值排名来看，还未出现总市
值低于3亿元的上市公司。《证券日
报》记者梳理注意到，截至6月28日
收盘，4367家A股上市公司中，距离

“3亿元市值”这一退市红线最近的
公司总市值都超过8亿元。虽离“3
亿元退市指标”尚有一段距离，但总
市值低于 10亿元的公司有 7家，均
为*ST股。分别是*ST金泰、*ST长
动、*ST 中新、*ST 中迪、*ST 凯瑞、
*ST天龙及*ST拉夏。7家公司中，
总市值排名最低的为*ST金泰，最
新市值为 8.62亿元；排名最高的为
*ST拉夏，最新市值为9.89亿元。

此外，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
显示，上述总市值低于 10亿元的 7
家上市公司中，2020年营业收入低
于1亿元的有3家；营业收入在1亿
元至1.3亿元之间的有3家；另一家
*ST 拉夏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8.19
亿元人民币，但该公司在 2020年净
利润为-18.41亿元人民币。

（下转A2版）

“3亿元市值”退市指标7月份实行 小市值公司或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