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三板创新层面临大“洗牌”
200余家公司接受考验

中欧所中方股东：

支持境内优质企业发行Ｄ股

距离 4月 30日越来越近，根据统
计，目前仍有 200余家创新层公司不满
足创新层的维持标准，这意味着创新层
可能面临一次大洗牌。
去年 12月 22日颁布的新分层规定

中，最让人关注的一点无疑是维持创新
层标准的第一条：合格投资者不少于
50 人。根据目前创新层公司中已经公
布的 433 份 2017 年年报来看，共有
200 家公司的合格投资者少于 50 人，
其中 4家公司不知何故，目前合格投资
者人数均为 49人。
对于一些中小微企业来说，创始人

多为夫妻二人，他们顾虑的是，一下子
要去找这么多合格投资者比较困难，但
如果盲目地寻找，很可能会引入三类股
东，将来若要 IPO ，清理起来又很麻
烦。
全国股转公司曾表示，创新层公司

的维持条件以合法合规和基本财务要求
为主。这就意味着，公司业绩好并不能
代表一切，监管层关注的还有很多。

创新层新规增加了这样一条规
定：挂牌公司设立董事会秘书并作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取得
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要继续留在创新层，就得符合这
一点。
根据初步统计，目前有 25 家创

新层公司没有持证董秘。这些公司的
董秘一职出现了空缺，其中 22 家由
董事长或其他高管暂时代理，另 3家
公司的董秘近期提出辞职，职位尚无
任何人选。
距离 4 月 30 日的大限已时间不

多，从目前创新层公司披露的 2017
年财务数据看，还是比较乐观的，尚
无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也没有公司
最近连续三个年度的财务报告被出具
非标准审计意见。因此，对于大多数
创新层公司来说，攻克“ 50 个合格
投资者”、“持证董秘”两大难题是
维持“创新层”地位最重要的任务。

据《上海证券报》

作为中国金融开放的重要载体之
一，成立近两年半的中欧国际交易所
有望迎来中国境内企业前往上市。中
欧所中方股东近日表示，支持境内优
质企业到中欧所发行Ｄ股。
中欧所成立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系

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及德意志交易所集团共同设立的
合资公司，位于欧洲金融中心城市法
兰克福。此前中欧所曾表示，正积极
研究推出Ｄ股，即注册在中国境内
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中欧所发行上市股
票。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４月１０

日发布董事会决议公告，拟在中欧国
际交易所 Ｄ 股（ Ｄ 代表德国，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对此，中欧所的中方股东上交

所、中金所均表示，将继续支持中
欧所Ｄ股市场建设，支持境内优
质企业前往法兰克福发行Ｄ股，
为其推进国际化战略、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拓宽渠道。
两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均表示，

发行Ｄ股有助于公司提升在欧洲
的品牌知名度，拓展欧洲业务；有
助于公司充分利用境内外融资平
台，实现国际化战略海外落地；有
助于公司开展跨境并购实现转型升
级，提升全球竞争力；有助于公司
拓展境外融资渠道，当地融资当地
使用，降低汇率风险。
据了解，Ｄ股属于境外上市

外资股范畴，在境内适用中国《公
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股
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
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境外方
面，Ｄ股上市、交易、托管及结
算等适用德国及欧盟资本市场法
律，如德国《有价证券招股说明书
法》《有价证券交易法》等。
两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发

行Ｄ股须同时满足境内、欧盟市
场相关规则，这要求公司自身提高
行为协调能力，增强两地市场信息
披露管理能力。
据悉，为确保Ｄ股市场稳健

起步，首批Ｄ股发行人将优先选
择符合以下特点的企业：优质蓝筹
上市公司，具有清晰的国际化战略

思路，在欧洲已有或计划进行业务
布局，属于先进制造业企业或“一
带一路”倡议相关企业，重视分
红，信息披露质量高。未来Ｄ股发
行人范围可扩展为注册地在境内的
其他优质企业。
两交易所相关负责人透露，Ｄ

股将以欧元作为交易货币，以人民
币交易Ｄ股的可行性也在研究中。

据新华社

■企业投融资专栏 大乐透井喷 19注头奖
重庆中得 11注

4 月 14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18042 期进行派奖第二期的开
奖，前区开出号码 03 、 19 、
25 、 29 、 35 ，后区开出号码
05、 09。
本期全国井喷 19注头奖。其

中 16注为 965万元（含 55 .94万
元派奖奖金）追加投注头奖；分落
重庆（ 11注）、安徽（ 2注）、
山东、河南和贵州； 3 注为 603
万元（含 34 . 96 万元派奖奖金）
基本投注头奖，花落吉林、浙江和
湖南。
数据显示，重庆中出 11 注

965万元头奖分落渝北和忠县的两
个网点。其中 1 注出自渝北，中
奖彩票是一张 2 注 6 元投入的单
式追加票； 10注出自忠县，中奖
彩票为一张 10 倍投、 30 元投入
的单式追加票，单票中奖高达
9654万元，据悉，该大奖，为大
乐透今年中出的第一大奖。
安徽中出的 2 注 965 万元头

奖分落滁州和合肥两个网点。滁州
中出的是一张前区 3胆 4拖+后区
2的胆拖票，单票擒奖 966万元。
合肥中出的是一张 7+3 复式追加
票，单票擒奖 990万元。
山东中出的 965 万元头奖出

自一张单注号码、 3 元投入的单
式追加票。
河南中出的 965 万元头奖出

自洛阳，中奖彩票为一张 9+2 复
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973万元。
贵州中出的 965 万元头奖出

自遵义，中奖彩票为一张 7+2 复
式追加票，单票擒奖 968万元。
吉林中出的 603 万元头奖出

自通化，中奖彩票为一张 2 元投
入的单式票。
浙江中出的 603 万元头奖出

自杭州，中奖彩票为一张前区 2
胆 14 拖+后区 2 的胆拖票，单票
擒奖 612万元。

湖南中出的 603万元头奖出
自岳阳，中奖彩票为一张 5 注
10元投入的单式票。
本期二三等奖中奖数量全面

井喷。二等奖中出 122注，每注
奖金为 6 .50万元；其中 70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 . 90 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个总奖金为 10 .41万元。三等奖
中出 1893注，每注奖金为 1608
元；其中 1147 注采用追加投
注，每注多得奖金 964元。追加
后，三等奖单个总奖金为 2572
元。
奖号方面，前区 03、 19、

25 、 29 、 35 分布较为零散，
各个号段上均有号码开出。最小
号码开出 03 ； 1 号段上开出
19 ； 2 号段上开出 25 、 29 ；
25复制上期（第 18041 期）奖
号，该号于最近 5期之内开出 3
次；最大号码开出 35 。后区开
出 05、 09一小一大号码。
整体来看，本期尾数 5和尾

数 9的号码走热，共开出了 6个
号码——— 分别是 25、 35+05；
19、 29+09。
本期开奖结束后， 53 . 27亿

元滚存至 4 月 16 日开奖的第
2018043期，这一水位较上期略
有下降，继续处在历史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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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服务号 私人财富小管家

绑定国海证券官方微信服务号，开
启微信服务新时代，及时获取新股申
购、中签提醒，更有私人订制的服务信
息、每日资讯更新，个股诊断等服务。
国海证券服务号，您的私人财富小管
家！

绑定方式：
第一步，微信扫码关注“国海证券服

务号”；
第二步，点击“进入公众号”，在右下

方的“服务”菜单中找到“账户绑定”选
项；
第三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轻点

“点击绑定”进入绑定页面；
第四步，在绑定页面输入您的“资金

账号”与“交易密码”并点击“提交”按
钮；
第五步，阅读完须知后勾选最下

方的“已阅读”选项，点击“提交”
便可完成绑定。
详询： 0773-2825334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桂林中山

中路营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