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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晓璐

8月10日，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专精
特新”板开板。至此，今年以来，已有天津、青
岛、吉林、宁夏等十地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
特新”板开板。

《证券日报》记者从区域性股权市场专业
委员会独家获悉，截至8月11日，全国35家区
域性股权市场中，已经有24家设立“专精特
新”板块，挂牌展示“专精特新”企业合计4453
家，累计服务“专精特新”企业融资266.51亿
元。另有1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板
正在积极筹备中。

培育发展“专精特新”企业，是激发创新
活力、解决产业链“卡脖子”难题、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随着注册制改革
稳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满
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专精特新”企业
的融资需求。

“在服务‘专精特新’企业方面，四板市

场具有独特优势。”天府股交相关负责人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首先，四板市场聚集
大量专业服务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一站
式”服务，解决其在经营成长过程中所需的
法律、财税、融资、股权架构等问题；其次，帮
助企业了解并提供高效的政策服务，也可以
根据企业需求，推动地方政府出台更精准的
扶持政策；再次，四板市场聚集了不同赛道
不同轮次的私募股权机构，可以为企业提高
高效的股权融资服务；最后，为企业上市提
供服务，推动企业到新三板挂牌或A股上
市。

1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
“专精特新”板正在筹备中

今年以来，多地四板市场“专精特新”板
纷纷开板，这与中央及地方出台支持“专精特
新”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不无关系。更重要
的是，资本市场在服务“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方面的作用受到重视。
2021年11月份，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提出，聚焦资本市场支
持，在区域性股权市场推广设立“专精特新”
专板，探索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在新
三板挂牌开辟绿色通道。

据记者了解，各地四板市场在设立“专精
特新”板的同时，还出台配套支持举措。

6月15日，天津OTC“专精特新企业上市
后备板”（简称“专精特新”板）正式开板。天
津OTC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天津OTC“专精特新”板聚焦天津市“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在板块内部设培
育层、成长层、精选层，构建“政府认定一批、
组织申请一批、挂牌展示一批、深度服务一
批”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精准金融服务联
结机制，形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登陆京沪
深交易所上市、新三板挂牌的多层次资本市
场梯度培育体系。 (下转A3版)

“专精特新”板现身24家区域性股权市场
相关企业已实现融资超266亿元
业界建议，区域性股权市场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应与京沪深交易所及全国股转系统一致深交易所及全国股转系统一致

安 宁

资本市场监管执法效能持续提升。近日，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一批企业合规典型案
例中，一起证券犯罪案件引起了业界关注：某公
司董秘把公司将与某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计划
泄露给好友，好友买入该上市公司股票后卖出
并亏损，两人因泄露内幕信息和进行内幕交易
被行政处罚，并同时受到刑事处罚，获刑2年。

笔者认为，这个案例再次给内幕信息知情
人敲响了警钟，内幕交易的处罚不会因交易盈
亏而改变处罚力度，对于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
行为，必须严惩才能起到震慑作用，不管是泄
露内幕信息的人还是进行内幕交易的人，都将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

一直以来，内幕交易都是证券市场上的一
颗毒瘤，内幕信息知情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带来
的优势，通过提前获取内幕信息在市场中赚取
不当收益，既损害了市场中其他投资者的合法
利益，也破坏了市场公平交易的秩序，成为影
响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沉疴顽疾”。

因此，打击防范内幕交易一直是证监会稽
查执法的重点。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从制度

上完善优化对内幕交易的综合防控，同时，从
法律法规方面不断加大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力
度，内幕交易的打击和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
根据证监会数据显示，2021年处理内幕交易201
起，案件数量连续三年下降。

虽然内幕交易案件数量下降，但值得关注的
是，关键环节问题仍较为突出。从2021年内幕交
易的数据来看，涉及并购重组、新股发行、控制权
变更等重大资本运作信息的内幕交易案件占
64%；从案发主体来看，法定信息知情人内幕交
易、泄露内幕信息约占六成，案发比例仍然较高。

笔者认为，今后在防控内幕交易方面可以
从两方面重点发力。

一方面，盯紧“关键少数”，持续提升“关键
少数”的合规意识。“关键少数”身处公司关键
岗位、关键环节，是内幕信息的第一知情人，因
此，防止内幕交易行为，首先要紧盯大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关键少数”，从源头上做
好内幕信息防控工作。

2021年2月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进一步
规范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送行
为，增强上市公司及相关方防控内幕交易的意

识，为防范和打击内幕交易行为提供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持续加大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和

处罚力度，提升法律震慑力。治乱必用重典。
打击内幕交易必须从法律层面加大处罚力度，
对违法违规者起到震慑作用。

目前，新《证券法》已经将内幕交易的处罚
标准由原先的“没一罚五”提高到了“没一罚
十”，而且还扩展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内幕信息
事项的范围，强化了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刑
法修正案（十一）》也进一步强化了对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追
究，加大资本市场犯罪行为惩罚力度。

严刑峻法是对内幕交易者的最强震慑，而
坚持从严从快打击，绝不姑息的执法态度也将
让内幕交易者无所遁形。

当前，在扎实推进注册制改革过程中，必
须以严刑峻法来保障注册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因此，对于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
度，可以更大一些、更强一些，保持高压的执法
态势为注册制改革保驾护航。

董秘泄内幕信息获刑为“关键少数”敲响警钟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日前从中
国银保监会获悉，截至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
民 营 企业贷款余额 58.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有贷款余额民营企业户数8347万户，同
比增长11.4%。

据介绍，银保监会采取多种举措，持续做

好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特别是加大对受疫
情影响暂时遇困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银保
监会积极落实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推动银行机
构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
段，加强对风险评估、信贷决策、贷款发放等环
节的支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鼓励保险

公司积极发展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业务，创新
保险产品，帮助民营企业有效缓解疫情冲击。

数据显示，上半年，新发放的企业类贷款中，
民营企业贷款比重达53.5%，同比上升0.8个百分
点；新发放民营企业贷款年化利率4.74%，同比下
降0.57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为

149.6万户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货车司机
办理了延期还本付息，延期金额共计3.33万亿元。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引导银行保险机
构进一步完善服务民营企业体制机制，有针对
性地推进纾困政策落实落细，推动金融产品服
务创新，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民企贷款余额同比增11.4%
新发放的企业类贷款中，民营企业贷款比重达53.5%，年化利率同比下降0.57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邢 萌

创业板注册制实施以来，再融资简易程序
制度持续释放活力，“小额快速”定增案例逐渐
增多。

8月 11日，记者从深交所获悉，目前已有
17家创业板公司通过简易程序完成“小额快
速”定增募资，从受理至注册生效最快用时6个
工作日；从注册生效至发行上市平均用时26个
自然日，平均融资金额为1.78亿元。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简易程序优化了发行条件、压缩
了审核流程，能够满足创业板公司特别是中小
公司的融资需求，同时也能提升融资效率。随
着下半年经济复苏斜率的抬升以及简易程序
的持续推广，预计更多公司会通过简易程序融
资。

今年申报项目公司数量
创历史新高

再融资简易程序制度由创业板于2020年6
月份率先推出，后扩大至科创板，深受中小企业
青睐。简易程序的推出，将“小额快速”定增融
资金额大大提高，从最高5000万元且不超净资
产10%，提高到最高3亿元且不超净资产20%。

市场人士认为，简易程序制度通过压实中
介机构前端把关责任和加重后端处罚的制度
设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不审”，确立了从
受理、审核到注册仅“2+3+3”个工作日的“快
速”流程，在重塑市场生态和为中小公司融资
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优质企业融资提供了新
的路径和选择。

事实上，今年申报简易程序再融资项目的
创业板公司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已超过前两年
总和。深交所数据显示，今年已有11家创业板
公司申报简易程序再融资项目，已超过2020年
和 2021年的总和（10家），特别是 7月份，连续
四周均有项目申报。此外，还有10家创业板公
司披露简易程序项目预案，44家公司已通过股
东大会实施简易程序的授权，申报热情高涨。

“创业板公司通常处于业务发展的关键
期，业务增速快，创新性高，对资本市场的融资
需求活跃。再融资简易程序制度能够有效解
决创业板公司在业务创新过程中的资金短缺
痛点，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沙利
文大中华区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陆景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据统计，今年新申报的11家创业板公司均
为中小企业，行业较为分散，平均市值规模和
最近一年净利润分别为41亿元和0.43亿元，低
于创业板均值水平。

“近年来，国内外形势复杂多样，创新创业
型中小企业有时会面临现金流问题，可能难以
符合银行信贷的有关要求，及时的小额快速再
融资是部分中小企业的‘及时雨’和‘定心
丸’。”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下半年将有更多公司
通过简易程序融资

从实践来看，简易程序制度审核时间短、
资金到账快，中小企业受益良多。

据悉，德尔股份简易程序再融资项目申请
于 2022年 7月 20日受理，计划募资 2.5亿元，7
月 28日取得注册批文，资金于近期到账，远少
于公司 2021年通过普通程序再融资时 221天
的发行上市周期（从取得注册批文到发行上
市）。此外，该公司前募项目计划募资 9亿元，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2020年业绩由盈转亏 4.18
亿元，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行难度，实际仅募
资 2.9亿元，本次简易程序募投项目为前募调
减的项目，能够对普通程序下募资不足形成有
益补充。 (下转A2版)

创业板再融资
简易程序制度释放新活力

17家公司完成“小额快速”定增

募资，受理至注册生效最短6个工作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