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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需培育“漂亮”企业群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投探索

在新三板市场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折的关
键节点，培育优质企业群体是重要抓手。
新三板经过 5年多发展，在当前阶段打造优

质企业群是市场要求，既合时宜，也具备相当基
础。创新层公司近年来业绩持续快速增长。
2015年-2017年，营收和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
率分别达 30 . 47%、 24 . 37%，较创业板公司分
别高出 1 . 45个、 13 . 37个百分点。从新三板总
体情况看， 2013 年-2017 年，挂牌公司总资
产 、 营 业 收 入 和 净 利 润 分 别 累 计 增 长
102 . 02%、 75 . 97%、 91 . 61%。新三板的培育
功能得到了市场检验。 94%的创新层公司通过
新三板市场获得过股票融资； 2546家新经济企
业挂牌以来完成 4310 次定增发行，合计融资
1696 . 20 亿元。 906 家企业挂牌后实现规模升
级。其中， 48 家微型企业成长为小型企业，
844家小型企业成长为大中型企业。
不过，新三板打造“漂亮”企业群面临巨大

挑战。新三板万家挂牌企业的市场规模在全球
都是“头筹”，但“大”不等于“强”。就企
业体量规模与产业引领能力而言，绝大多数挂
牌企业与国内外一流企业尚有不小差距。新三
板如何引导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完善市场功
能，更好地发挥培育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需要更高“量级”的努力。
打造优质企业群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不能止步于严监管，未来
还需推进精选层政策落地，深化各项制度改
革，为优质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建立更公
平公开的市场化估值体系，为企业融资提供更
多的便利与支持，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
促进企业健康快速成长。而对于企业而言，应
专注主业，合规有效利用金融资源助力产业发
展等，摒弃简单地在二级市场炒作股价、圈钱
的行为模式。

据《中国证券报》

作为“管资本”的平台，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近年来，中央企业中最大的投资控

股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投）结合自身经营特点与优势，通
过发展基金投资、股权投资等方式，积
极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交出了一份不
俗的答卷。
目前，国投旗下混合所有制企业比

例已经超过80%，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
的引领、带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国
投生产经营稳健，截至去年底资产总额
达4936亿元。
国投董事长王会生表示，公司抓住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核心，通过形成
股权上的制衡机制，调动各类资本主体
的积极性，有效激发了企业发展动力、
活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利益共同体。
他说，国投将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作

为进入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的有效途径，
也作为混合所有制最现实、最快捷的实
现形式。

例如，作为集团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的重要平台，国投全资子公司中国
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国投高
新）旗下有五家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
司，管理规模超过 1500亿元，打造
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体
系。
今年 6月 11日，宁德时代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深交所
创业板。这家 2011年成立的年轻企
业去年锂动力电池出货量跃居全球首
位。此前的 5 月初，智能芯片领域
创业企业寒武纪科技，发布了云端人
工智能芯片。
无论是宁德时代还是寒武纪，这

些“明星企业”的投资者中都有着国
投高新旗下基金的身影。事实上，近
年来国投高新旗下基金投资的项目
中，很大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除了解决资金的燃眉之急外，国投还
在规划、渠道、品牌、市场影响力等
方面为所投资企业提供帮助。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说，基金募

集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资金，通过“集
合投资、专家管理、分散风险、规范
运作”的机制，既能作为杠杆撬动社
会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推动混合
所有制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实现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并为其他投资者带来
良好收益。
除了独特的基金模式外，国投还

通过多种途径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
——— 在现有的全资或大股比控股项
目中，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为战略投资
者，参与企业改制重组，发挥不同所
有制资本优势，增强企业活力和市场
化程度。
——— 在新的投资项目中，注重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充分尊重和保障其他股东的权
益，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在投资企业
中的有效融合。
——— 在资本市场，通过推动单个

企业改制上市，从根本上实现“混合
所有”。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中

非常关键的一环，需要长期坚持。”王会
生表示，近 10 年来国投资产增长了 8
倍，年均利润增长 25% 左右。实践表
明，推进国企混改能够增强企业活力、
提高企业竞争力，不但有利于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也能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
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但他同时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

不是“一混就灵”。要想取得显著成
效，还需探索建立市场导向的选人用
人和激励约束机制，使企业内部管理
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
能增能减。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扎紧制度的笼子，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

据新华社

上证综指失守2800点
■昨日股市

■企业投融资专栏 大乐透6月份数据盘点：

累计开36注头奖

单人最高揽4838万
6月份，体彩大乐透共

开奖13期(第2018063期至
第2018075期)，累计为全
国购彩者送出36注头奖。
其中，单注最高奖金1600
万元，最低奖金604万元；
单人最高擒奖4838万元；
平均单注奖金1096万元。
当月，全国累计销售28 . 61
亿元，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10 .30亿元。
6月份，体彩大乐透累

计 送 出 3 6 注 头 奖 。 第
2018074期，全国送出11
注头奖。山东临沂一购彩
者以一张5倍投、15元投入
的单式追加票，拿下5注
967万元的一等奖，合计收
获奖金4838万元，成为当
月单人擒奖最多的购彩
者。
第2018063期，全国送

出4注头奖。四川成都一购
彩者以一张2倍投、6元投
入的单式追加票，拿下2注
1466万余元的一等奖，合
计收获奖金2933万元，单
人擒奖金额位列当月第二
位。
同样是在第2018074

期，广东东莞一购彩者凭
借一张2倍投的6+3复式追
加票，投入108元，拿下2
注追加投注一等奖及小奖
若干注，单票擒奖1985万
元。中奖金额位列当月第

三位。
当月，全国还送出了

6注1600万元单注封顶一
等奖，分落安徽 (2注)、
北京 (2注)、江苏以及浙
江。
6月份，来自全国16

个省份的幸运购彩者分
享了36注头奖。其中，
山东购彩者获奖最多，
拿下 6注；安徽中出 5
注，位列第二；北京、
福建、四川、广东以及
江苏等5个省份购彩者各
中出 3注，数量并列第
三。
6月份，体彩大乐透

全国累计销售28 . 61亿
元，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
金10 .30亿元。

易羽
11日沪深股市暂别近期持续反弹，双双重

现调整。上证综指失守 2800点整数位，深证成
指则录得近 2%的较大跌幅。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就跌破了 2800 点整数

位，报 2780 . 70点。沪指全天都在阴线区域弱
势运行，盘中下探 2752 . 44点后跌幅收窄，尾
盘收报 2777 . 77 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49 . 86
点，跌幅为 1 .76%。
深证成指走势更为疲弱，收盘报 9023 . 82

点，跌 181 .61点，跌幅达到 1 .97%。
创业板指数收于 1563 . 01 点，跌幅为

1 .88%。中小板指数跌 1 .61%至 6286 .93点。
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上涨品种总数不足 400

只。不计算 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仅 30多
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悉数收跌，航空公司、互联网两板块

领跌，且跌幅均达到约 4%。软件服务、海运、IT
设备、珠宝零售等板块跌幅靠前。机场服务、牧
渔、生物科技等板块表现相对抗跌。
两市 B指同步收跌。上证 B指跌 1 .76%至

286 .76点，深证 B指跌 1 .14%至 1043 .10点。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383 亿元和 2028 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略有放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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