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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商所推“商储无忧”试点
“丰年难丰收”难题有效缓解

..........................B2版

北京楼市金九“褪色”
部分楼盘抢客渠道费达10%
..........................A3版

花呗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用户拒绝接入将无法使用
..........................A2版

张志伟

9月18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的决
定》（以下简称《特别规定》），同时，证监会指导
沪深交易所、中证协同步完善科创板、创业板
新股发行定价相关业务规则及监管制度。从8
月 6 日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到 9 月 18 日正式发
布，出台多项配套制度，速度之快、措施之有
力，凸显了监管层对整治“抱团报价”、促进博
弈均衡、提高发行效率的决心。

从近段时间看，市场上发生的“抱团报
价”，实质上是“抱团压价”。今年7月份上市的
读客文化，发行价只有1.55元/股，首日涨幅却
高达1943%，公司计划募资2.68亿元,实际募资
只有6200万元，募资额是原计划的23%。“抱团
压价”的本质是博取超额利益，由于网下询价
机构具有较强的定价话语权，并且获配额也往
往占据优势，譬如，读客文化61%的发行份额被
网下询价机构所获得。发行价与开盘价悬差
越大，抱团压价者获利就越多。

对于这种伤害博弈均衡、影响发行效率的

行为，必须加以整治。此番出台多项配套制
度，可谓是整治“抱团报价”的组合药方，具有
三个明显特点：

其一，多方问诊。配套制度出台建立在及
时倾听市场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坚持开门搞改
革。譬如，深交所称，在相关规则修订公开征求
意见阶段，通过调研、座谈等方式广泛听取市场
各方声音，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超30个市场主
体提出了意见建议，大部分意见建议在前期论
证中被充分考虑或在修订过程中予以采纳。可
谓是在出治疗药方之前，对病症进行了充分的
调查研究，对如何治疗做到了心中有数。

其二，找准关键病症。对部分网下投资者
重策略轻研究，为博入围“抱团报价”，干扰发
行秩序等情况，配套文件既有规范又有严惩。
譬如，将高价剔除比例从不低于10%调整为不
超过3%；取消发行价格超出投价报告估值区间
范围需说明差异的相关要求等，这些措施必将
极大地提高抱团压价的难度。再譬如，明确网
下投资者参与询价时的规范要求、违规情形和
监管措施，涉嫌违反法律法规或证监会规定
的，上报证监会查处或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这些措施必将提高抱团压价者的违规
成本。

其三，多副药并用。系列制度不仅优化了
《特别规定》，而且沪深交易所、中证协也同步
完善科创板、创业板新股发行定价相关业务规
则及监管制度，同时发布三大倡议。对于整治

“抱团压价”，监管层开出的是多副药方，对造
成抱团压价的小病症一概不放过。譬如，中证
协明确了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的标准，并设置
关注、异常、限制和精选名单等四类名单对投
资者加强管理。通过对不同名单的投资者采
取差异化的约束和激励措施，进一步督促投资
者规范报价行为。

系列制度意义深远，是整治“抱团压价”
的组合药方，不仅有利于促进形成优胜劣汰
的网下投资者生态环境，从长远看，不断优化
询价定价机制，还有利于为全面推行注册制
做好政策储备。

整治“抱团报价”组合药方将发力

本报记者 李乔宇 见习记者 贺王娟

9月21日，中国电信发布控股股东增持公
告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
信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自2021年9月22日起十
二个月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少
于人民币40亿元，本次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
中国电信集团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合理
判断，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
的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公告称，中国电信集团本次增持是基于对
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对公司投资价
值的高度认可。

此外，中国电信还在公告中表示，本次增
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
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无法实施的风险。

自8月20日中国电信回A上市以来，除首
日收涨34.88%以外，股价一直萎靡不振，徘徊
在破发边缘。

而据中国电信此前的招股书披露，将授予
联席主承销商不超过发行股份数量 15%的超
额配售选择权。也就是说，中国电信上市 30
天内，如果破发，主承销商将利用“绿鞋机制”
（事先认购超额发售投资者的资金），按不高于
发行价的价格从二级市场买入，然后分配给提
出超额认购申请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股票价格回升；如果新股价格大幅度上涨，主
承销商就要求发行人增发15%的股票，分配给
事先提出认购申请的投资者，增加市场供给，
维持股价稳定。

截至 9 月 17 日收盘，中国电信报收于
4.53 元/股，守住了破发底线。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电信“绿鞋机制”设置了相应有效期，
即自上市交易之日起 30个自然日内（含第 30
个自然日，若其为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
易日)。按照此规则，9月 22日则是买入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

对于中国电信为何选择在 9月 21日发布
定增公告，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9月 22日是
中国电信‘绿鞋机制’可买入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考虑到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前期可能已
有部分出手，所以公司近 15.6亿股的超额配
售选择权存在当日全部买完的可能。在开盘
前控股股东提前发布增持公告，主要是向市
场传递信心。”

中国电信绿鞋机制到期！
控股股东拟增持不少于40亿元

本报记者 陈 炜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近日
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12位，较 2020年上升 2位。这是中
国自 2013年起，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连续 9年稳步上升，上升势头强劲。

《报告》高度评价中国在创新方面取
得的进步，并强调了政府决策和激励
措施对于促进创新的重要性。

《报告》显示，瑞士连续第 11年
位居榜首，瑞典、美国、英国、韩国分
列第 2 位至第 5 位；中国位列第 12
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超过
日本、以色列、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

《报告》显示，从创新投入看，中
国的贸易、竞争和市场规模、知识型
工人等 2项大类指标均处于全球领
先地位，阅读、数学和科学PISA量表
得分、国内市场规模、提供正规培训
的公司占比、国内产业多元化、全球
研发公司前三位平均支出、QS高校
排名前三位平均分、产业集群发展情

况、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
企业供资GERD占比等细分指标排
名靠前。这表明中国在促进产学研
合作，发展特色产业，做实做强做优
实体经济等方面采取了更多措施，为
企业创新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

从创新产出看，中国的优势集中
在无形资产、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影

响。其中，本国人专利、商标申请，创
意产品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等
细分指标均实现全球领先。2021
年，知识传播这一大类指标进步明
显，特别是知识产权收入在贸易总额
中的占比这一细分指标持续进步，表
明中国正逐步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
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

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再上升
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超过日本、以色列、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

▶▶▶详见A2版
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超10万亿元 央行称将拓展人民币储备和投资货币功能

超40家券商
开通北交所线上开户业务
..........................B1版

本报记者 张 颖

在中秋节A股休市期间，周边股市继
续交易。周一，市场避险情绪高涨，全球市场
可谓是遇“劫”，集体下挫。“劫”后能否稳住
呢？对A股市场的影响又会有多大？已然成
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周一全球股市遭受重创、全线回落后，
周二的市场令投资者稍稍松了口气，全球股
市纷纷飘红，企稳反弹。

美股方面，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截至北京
时间9月21日22时30分，道琼斯工业指数涨幅
达0.47%，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达0.34%，标普
500指数涨幅达0.34%。热门中概股多数走
高，哔哩哔哩、蔚来涨超1%。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国家股指也从周一
超1%的跌幅反身上扬，涨幅均超1%。截至
北京时间9月21日22时30分，德国DAX 30指
数涨幅达1.47%，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达
1.48%，法国CAC40指数涨幅达1.5%。

值得关注的是，周二香港股市已率先上
涨，出现了企稳反弹的迹象。截至收盘，恒生

指数震荡收涨0.51%，24000点失而复得，报
收于24221.54点；恒生科技指数微跌0.46%。
地产股有所反弹，恒生地产指数大涨2.97%，
富力地产涨超12%，碧桂园涨超8%。

周一，市场避险情绪高涨，不但全球主
要股市大幅下挫，而且，黄金从五周多低位
反弹，外盘铁矿石期货再跌11%，创16个月
以来新低，伦铜三连阴并下探9000美元。
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失守1.30%并大跌逾
7个基点。

在全球股市普遍下跌之际，素有恐慌指
标之称的VIX指数盘中一度拉升近30%。

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四大原因导致欧美
股市恐慌情绪突然升温，并酿成“黑色星期
一”的抛售。

第一，9月19日，曾任美联储主席、现任美
国财政部长的耶伦警告，如果美国国会不迅
速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联
邦政府在今年10月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并
会造成广泛的“经济灾难”。

第二，市场担忧美联储释放紧缩信号，并
且提早开始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在8月底的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向市场传递
了年内可能“缩债”（缩减购债规模）的信号，
市场普遍关注“缩债”开启的具体时间以及开
启后的节奏。

第三，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日益严重。据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报告的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超
过67.5万人，甚至超过了一个世纪前流感大
流行时的死亡人数。特别是变异毒株蔓延可
能给美国疫情进展、经济复苏以及货币和财
政政策前景均带来不确定性。

第四，我国港股市场表现疲软，也使得欧
美股市投资者出现一定的离场观望情绪。

对于港股遭遇的冲击，华西策略李立峰表
示，近期，港股调整反映了投资者对国内经济
和政策层面的过度担忧。但实际上，当前房地
产市场风险可控，并且风险在行业间传导引发
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总体上，房地产市
场有望保持稳定发展。港股在短期大幅调整
后估值风险会进一步释放，看好其投资价值。
后市部分绩优行业有望率先企稳，建议重点关
注其中被错杀的绩优个股。

多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中秋“劫”后能否稳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