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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3版
起风了：资本围猎茅台镇“蘸酱买醉”新一轮扩张会否带来产能过剩？

本报记者 刘 琪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发 布“ 官 方 外 汇 储 备 货 币 构 成
（COFER）”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一季度末，人民币外汇储备总额
2874.6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6.67%，
连续9个季度增长。与此同时，人民
币外汇储备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
的占比也进一步升至2.45%，创2016
年四季度以来新高。

2016年四季度末，全球人民币外
汇储备为907.78亿美元。在2017年
三季度末，该数据首次突破1000亿美
元，达1081.55亿美元。2018年四季
度末，进一步突破 2000亿美元至
2030.85亿美元。

对于人民币外汇储备连续9个季
度增长，以及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
占比创新高的原因，粤开证券研究院
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洁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与人民币

的汇率表现、资产吸引力以及我国资
本市场的稳定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她表示，一方面，我国一直坚持
稳健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资产的吸引
力不断上升，国际资本不断涌入中国
市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6月份发布的债券托管量数据显
示，5月份，境外机构的人民币债券托
管面额达到32632.62亿元人民币，与
4月份相比增加了413.17亿元。另一
方面，全球央行、主权基金、大型资管

机构等近年来都在增配人民币资产，
中国资产的相对收益率较高，且人民
币资产和欧美国家资产的相关性仍
相对较低，可起到分散投资组合风险
的作用。此外，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
革不断深化，资本市场稳定性不断增
强，其国际吸引力也不断提升。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人民币全球
外汇储备占比提高将向市场释放积极
信号。预计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

中的规模和占比将继续稳步提升。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人

民币国际化都是必然趋势。”陈梦洁
认为，由于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弊端
逐渐显现、中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
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国
际化已成必然趋势。我国经济持续
复苏、经常账户盈余、中国国债今年
10月份将纳入富时世界国债指数
(WGBI)等，都是人民币稳定的因素，
同时也将吸引外资的流入。

三因素推动人民币外汇储备连续9个季度增长

张 歆

114家！全球农化龙头企业先正达等公司
的科创板IPO申请于6月30日获受理，让今年
上半年科创板新增受理IPO申请突破110家。

先正达从5月13日签署科创板IPO辅导协
议，到赶在上半年最后一天获上交所受理，一
共耗时不足50天，显示出科创板对农化高科
技产业的吸引力。据7月2日晚间上交所网站
披露，先正达计划筹资650亿元。

这一融资规模有望创科创板IPO规模新
高，既是对开市近两年的科创板投融资能力
的一次测试，也是对科创板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的一次展示。因为，对于科创板而言，唯有
创新和责任不可辜负。

科创板开市两年来，更具创新性、包容性
的制度“开门迎客”，科创企业作为市场的基
石“欣然赴约”：以中芯国际、寒武纪等为代

表，一批极具“含科量”的企业陆续登陆科创
板，红筹企业上市实现突破，科创板已经成为

“硬科技”企业上市的首选地。
从市场功能来看，经过近两年的平稳运

行，科创板改革初见成效，促进了创新资本形
成，产业集聚和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同时，为科技创新企业定向服务的定位，
决定了科创板必须通过自身持续创新，在相
对窄化的服务范围内，实现服务广度和深度
的提升。这种提升，可以直观体现在科创板
与各市场主体的交互能力上——能够支持不
同融资规模诉求、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能够
满足投资端对于风险与收益的均衡性要求，
能够引导中介机构在服务质量和效率之间找
到平衡点。

从更深层次来看，科创板创新的动力其
实来自其所承担的责任。当今世界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的竞

合在前沿科技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十四
五”规划明确，“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
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
置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资本市场的
责任，更是科创板的责任。

科技创新企业技术迭代快，研发投入高，
盈利水平波动性较大，且多数轻资产运行，需
要制度足够包容的融资平台支持其发展。而
且，这种支持必须是有韧性、可持续的。科创
板只有坚守市场化、法治化方向，与科技发展
俱进、与投融资平衡俱进，才能真正肩负起时
代使命，实现科技、产业与资本的更高水平良
性循环。

唯创新与责任不可辜负

本报记者 昌校宇

7月1日，利元亨登陆A股市场，成为科创
板第302家上市公司。在此之前，今年上半年
已有86家“2021款”科创板公司完成挂牌。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认为，“科
创板坚守板块定位，通过积极支持具有关键核
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上市，推动我
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半年86家公司上市
体现上市条件高包容性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坚守板块定位，持续
推动科技创新企业与资本高效对接。《证券日
报》记者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科创板新增上市公司86家，首发募资金额合
计达708.27亿元。

86家科创板新增上市公司“硬科技”成色
十足，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86家公司涉及八
大行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27家）、生物
医药（24家）、高端装备制造（13家）等三大行

业的公司数量较多。
上市公司数量的稳步增加，离不开上市

条件的高包容性。董忠云表示，“在制度设计
上，科创板在盈利状况、股权结构等方面通过
差异化安排，增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
通过引入‘市值’指标，与收入、净利润、现金
流、研发投入等财务指标进行组合，设置5套
差异化上市标准，不再对持续盈利有硬性要
求，为未盈利企业和特殊架构企业打开上市
通道，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科技企业
融资需求。”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截至6月30日，今
年已有2家未盈利企业成功登陆科创板。董
忠云表示，“科创板的落地，让国内发展潜力
大的科技创新企业能够获得更多资本支持，
从而快速发展。”

研发投入和研发水平是检验科创板上市
公司科创属性的硬核指标。据Wind资讯数
据统计，86家公司今年一季度研发投入金额
达17.24亿元，同比增长43.48%。剔除19家未
公布研发人员数据的公司，剩余67家公司中，
平均每家公司研发人员数量约209人、占员工
总数的比例超14%，各项指标均显著高于其

他市场板块。
得益于持续稳定的高研发投入，86家公

司科技创新能力强劲，整体维持了较强的盈
利水平。Wind资讯数据统计，86家公司2020
年共实现营业收入1254.47亿元，同比增长
13.95%，实现归母净利润134.38亿元，同比增
长54.92%；2021年一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292.37亿元，同比增长89.15%，实现归母净利
润28.31亿元，同比增长266.24%。

除已上市的公司外，科创板排队等待审
核的后备军也较为充足。《证券日报》记者据
上交所官网数据梳理，截至6月30日，上交所
科创板新增受理企业达114家。

“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作为增量改革
的重大探索，为创业板等存量市场改革提供
了有益借鉴。”粤开证券首席市场分析师李兴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资本市场改革
的持续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理
念日益深入人心，市场主体的归位尽责意识
明显增强，优胜劣汰机制进一步健全，市场法
治供给取得突破性进展，投资者保护渠道更
加畅通，市场预期明显稳定，市场整体生态呈
现积极向好变化。 (下转A2版)

科创板“2021款”公司硬科技成色足
专家建议“加速纳新、加大创新”

本报记者 吴晓璐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消息，7月4日，根据监
管部门提供的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名
单，中国证券业协会（简称“中证协”）组织了
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名单第30次随机
抽取工作。抽取过程由监管部门代表、自律
组织代表、行业代表和媒体代表共同见证和
监督，并全程进行录音录像，充分体现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

中证协表示，按照《首发企业现场检查规
定》，随机抽取的企业名单范围由中国证监会
汇总提供的所有未经上市委会议审议或未经
发审会审核且未参与过随机抽取的首发企业
构成。本批参与抽取企业共372家，其中科创
板 93家、创业板 165家、主板 114家，按照 5%
的比例随机抽取了19家。

随机抽取结果为：来邦科技股份公司、常
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丰盛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核达中远通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唯都市场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莱恩
精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醉清
风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华秦科技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卡恩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冠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荣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中科蓝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随机抽取的企业名单中，科创板、创业
板、主板企业依次按上述板块顺序排列，并设
定了在审企业所对应的编号，编号按照证监
会、交易所在审企业受理日期排列。抽签人
按顺序抽取了 19个编号，抽取过程中不显示
企业名称，抽取过程结束后，将抽出的编号对
照企业名单，最终显示企业名称，完全排除了
人为干扰。

中证协表示，抽取工作现场录音录像，全
程公开、透明。在上述抽取原则和方式下，抽
取工作保证了最大的公平、公正。首发企业
信息披露质量随机抽取确定现场检查对象的
工作安排，对于提升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督促中介机构归位尽责、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发挥了积极作用，协会将不断优化自律管
理工作，更好地服务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证协公布19家首发企业
信披质量抽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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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上市公司
投保董责险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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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247家公司首发上市
超五成为制造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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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
加速煤炭生产“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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