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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年金管理公开征求意见稿
投资股票类产品比例最高达30%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沪指早盘在券
商股的拉升下一度站上 2900
点，然而题材股接力不继，两市
冲高后持续回落，沪指收跌
0.35%，创业板跌超1%。

盘面上，近期热门的锂电
池、稀土、白酒跌幅居前，券商、
银行板块相对强势，ST板块持
续弱势，*ST皇台、*ST山水、ST
亚太、*ST亚星等多股跌停。

截至收盘，沪指报2878.56
点，跌 10.25 点，跌 0.35%；深指

跌 0.88% ，报 10131.86 点 ，跌
90.00 点；创业板跌 1.30%，跌
27.63 点，跌 1.30%。成交量方
面，沪市成交1982.02亿元，深
市成交3945.95亿元，两市共成
交5927.97亿元，较上一交易日
增量近900亿元。

申万宏源认为，A股市场一
直遵循着一个“看长做短”的逻
辑，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有一个空
间足够大的主线或者故事，即使
短期可能看不到业绩，但资金也
愿意逐鹿其中去寻找下一个潜
在行业的“独角兽”公司。年初

红红火火的“周期股行情”之所
以缺乏机构投资者的持续追捧，
主要是基于在“看长做短”的分
析体系下难以发现以房地产、基
建为核心的周期股行业空间的
大逻辑。

而在缺乏大逻辑的情况下，
资金一厢情愿的强炒估值，恐怕
面临在山顶上“高处不胜寒”的
处境。而无论是存量资金还是
场外资金在当前时点上都说不
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看涨逻辑，因
此市场在此维持盘局也是无奈
之举。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一汽股份承诺违约
事件又有新进展，深圳明曜投资
获得一汽轿车超过3%以上股东
授权，并于6月16日向一汽轿
车提交了关于2015年年度股东
大会临时提案的相关情况，不
过，在20日晚间一汽轿车发布
的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中，却未
见中小股东的临时提案信息，这
引起了深交所的关注，并向一汽
轿车发出了关注函。

在关注函中，深交所要求一
汽轿车核实中小股东的临时提
案事项是否属实，如果属实，要
求一汽轿车对相关事项做出说
明。深交所要求一汽轿车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提案人资格的核
查过程及结论，并提交相关律师
意见；要求一汽轿车说明公司未
在规定时间内发出股东大会补
充通知，披露股东提出的临时提
案信息，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本月3日，“一汽系”旗下的
两家上市公司一汽轿车和一汽
夏利双双披露了《关于中国第一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承诺事

项履行期限的公告》，将5年前
做出的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不
可撤销承诺”延期3年履行，6月
6日，在一汽违约事件引发一汽
轿车和一汽夏利双双跌停的当
日晚间，深交所便下发了关注
函，要求在6月13日之前回复
并履行信披义务。也就是说，一
汽轿车在一个月之内遭交易所
两度关注。

不过，一汽轿车以“一汽股
份对关注函十分重视，正组织人
员研讨，与交易所沟通后获准延
期回复”为由，直至6月17日晚
间才回复交易所第一份关注
函。公司对不按期履行承诺原
因的回复与其之前公告并无太
大差别。对于交易所询问若未
能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
会将采取的措施时，一汽轿车只
是表示，该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且在
表决时一汽股份需要回避表
决。同时，公司会持续加强与一
汽股份公司针对承诺履行的沟
通和提醒，积极推动承诺履行工
作的开展。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空欢喜一场！天晟
新材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
两个月前获有条件通过，但6月
14日被宣布重新审核，6月 20
日宣布被并购重组委否决了！
于是成为年内并购重组回炉再
审首次未通过案例，受此消息影
响，天晟新材昨日盘中挣扎数
回，收盘依旧未摆脱跌停命运。

签隐秘协议导致“回炉”
去年12月，天晟新材公布

了一项跨界并购方案：该公司拟
“定增+现金”收购德丰电子
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价为7.1亿元。德丰电
子主营业务为银行卡收单服务
和便民支付渠道分销业务。收
购完成后，该公司将在传统的新
材料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外，新增第三方支付服务业务。

今年1月，天晟新材重组案
获证监会受理。4月28日，该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但6

月14日，该公司公告称，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重新审
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事项。

6月20日天晟新材发布公
告称，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事项未获得通过。

机构出逃天晟新材
此次天晟新材“二次上会”

的现象不仅是年内首例，在过
往记录中也十分罕见。市场有
声音认为该公司相关事项未获
通过或许与目前监管趋严的大
环境有关。因为曾有消息称，“上
市公司涉足互联网金融、游戏、影
视、虚拟现实等四行业跨界重组
将受限”。但证监会发言人5月
13日回应称：“积极支持符合条
件的上市公司开展再融资及并购
重组，目前相关规定、政策均没有
任何变化，今后如有修改调整将
通过正式渠道向社会公布。”天晟
新 材 昨 报 收 10.83 元 ，下 跌
9.97%，成交量3116.44万股。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融资难”、“融资
贵”一直是阻碍中小微企业快速
发展的绊脚石。如今，银行也可
直投企业。

“此次上海有三家银行成为
首批投贷联动试点，以未来投资
股权增值的收益，来覆盖相关领
域信贷面对的高风险，从而提高
银行贷款意愿，降低信贷成本。”
上海银监局法人银行监管处副
处长林学冠，在昨日举行的“上
海银行业投贷联动业务试点”新
闻通气会上表示。

他同时透露，目前上海银监
局已基本拟定辖内银行业投贷
联动试点具体实施方案，即将前
将上报银监会。

上海三家银行、一个示范区
成首批试点机构

其实，早在2015年8月，上
海银监局就出台了《关于上海银
行业提高专业化经营和风险管
理水平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
指导意见》，指导上海银行业搭
建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提出建设“创投型”信贷模式和

“区域版”投贷联动模式。
在前不久公布的首批投贷

联动试点地区和银行金融机构
名单中，上海共有 1 个示范区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
3家银行（上海银行、上海华瑞
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入选第一
批投贷联动试点地区和试点银
行业金融机构名单，在全国范围
中，占比30%。

值得一提的是，在试点名单
内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
恒丰银行、北京银行和天津银行
也可根据其分支机构设立情况
在“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内开展投贷联动业务，扩大科技
企业的受益群体。

商业银行应
“以贷为主，以投为辅”

值得注意的是，投贷联动与
传统的信贷业务存在本质区

别。“在国外开展投贷联动业务
的银行也是少数。”林学冠在昨
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指出，投
贷联动是一个新事物，其风险管
理模式与传统银行业务有很大
的差异，试点银行应深入探索风
险补偿和风险隔离等重要风控
机制，审慎管控风险。

“商业银行在开展投贷联动
业务时，仍应坚持‘以贷为主，以
投为辅’的原则，将专业投资与
银行信贷有机结合，以未来股权
增值的收益，来覆盖相关领域信
贷面对的高风险，从而提高银行
贷款意愿，降低信贷成本。”林学
冠在会上表示。在机制创新方
面，上海银监局也提出了“六专
机制”和“新三查标准”两大体
系，这有助于商业银行在开展投
贷联动业务时，更好地把控业务
风险。

据上海银监局统计，截至
2016年5月末，在沪主要银行共
为518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
表内外授信余额 687.94 亿元，
以“区域版”投贷联动模式共为
120户初创型科技中小企业提
供信贷余额达12.06亿元。

投贷联动实施方案
即将上报银监局

在昨日的新闻通气会上，作
为首批投贷联动试点银行之一

的上海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海银行已向监管部门申请成
立“上银投资公司”，专司科创企
业的股权投资业务。同时，上海
银行将指定浦东科技支行，以及
其他科技特色支行作为专营机
构，专司对科创企业的“贷”，形
成对科创企业“股权投资+债权
融资”联动服务。上海银行还表
示，争取在未来5年内，通过投
贷联动业务，支持培育500家高
成长性科创企业，助力其中的
100家企业实现挂牌上市。

华瑞银行副行长解强在会
上介绍说，在前期探索、实践的
基础上，华瑞银行已形成了“以
贷为主、以持有认股期权为辅”
的科创业务投贷联动模式。在
该模式下，通过与优秀风险投资
机构开展战略合作，从其投资的
科创企业中进一步筛选出符合
投贷联动标准的目标客户，与之
开展贷款业务，并将配套获得的
认股期权作为科创贷款的重要
风险抵补手段之一。

浦发硅谷银行相关负责人也
表示，未来在开展投贷联动业务
时，该行会采取此前美国硅谷银
行的方式，同时又兼具中国特色。

上海银监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目前，银监局已基本拟定辖
内银行业投贷联动试点具体实
施方案，即将前将上报银监会。

上海银行业投贷联动试点将起航
实施方案即将上报银监局

题材股调整 沪指冲高回落

青年报记者 蒋宝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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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重组审核通过“再回炉”

天晟新材二审未过昨跌停

一个月之内

一汽轿车遭交易所两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