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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近日，深圳华大基
因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获得
通过。华大基因目前是全球最
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构，其在基
因方面的研究在国内乃至全球
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华大基
因此番首发申请获得通过，意味
着这家企业即将登陆资本市场。

华大基因 IPO 之路可谓一
波三折，该公司于2015年递交
招股书正式进入上市程序，后
因 IPO 文件不齐遭中止审查。
2017 年 3 月，华大基因更新了
招股说明书，重归IPO队列。招
股说明书显示，华大基因拟募
资17.32亿元，发行股票数量不
低于4000万股，将于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

华大基因成立于1999年，
是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学研发机
构，并负责组建中国国家级综合
基因库。2013年3月，华大基因

完 成 对 美 国 上 市 公 司 Com-
plete Genomics的收购，实现了
基因测序上下游产业链的闭环。

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
产前筛查成了孕期女性特别是
高龄产妇必备的检查项目。以
往产前筛查需要进行羊水穿
刺，孕妇已经要承受身体的痛
苦，而且可能伤害到胎儿。而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NIPT）作为
基因测序的最牛单品之一，已
成为华大基因等基因测序公司
的盈利主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
机构，华大基因近年来业绩亮
眼。招股说明书显示，华大基因
2016 年营业收入为 17.11 亿
元，营业利润为3.82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3.33 亿
元。2015年和2014年，营收分
别为13.2亿元和11.3亿元。

而此次上市后，华大基因也
可借助A股资本市场进一步巩固
自己在全球行业内的领导地位。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年轻人毕业踏入工
作，最关心的应该就是收入了。
可是，收入可能不仅仅是个人努
力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跟所在
行业也是息息相关。根据国家
统计局最新发布消息，2016年
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57394元。其中最赚钱的行
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2016 年平均工资为
122478元，首次打败金融业成
为新霸主。金融业工资水平退
居次席，2016 年平均工资为
117418元。

提到什么行业最赚钱，不少
人的条件反射就会是金融业。
确实，金融业本身运作的就是
钱，理所当然应该收入高。的
确，金融业的工资确实称霸全国
各行业多年，一直是很多年轻人
梦寐以求的首选行业。然而，从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16年
数据来看，金融业的领先地位已
不再，首次被IT业所取代。

2016年城镇非私营单位职
工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
快速发展，平均工资为122478
元，比上年增长9.3%，平均工资水
平首次超过金融业排名各行业门
类首位。金融业工资水平退居次
席，主要受银行业高管限薪以及
股市低迷等因素影响，2016年平
均工资为117418元，比上年仅
增长2.3%，增幅排各行业门类第
二低位。排名第三、第四的是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和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平均

工资为96638元、83863元。
而行业间的差距也不小。

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则为农、
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和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平
均工资只有33612元、43382元
和47577元。

金融行业平均工资被IT行
业超过，其背后或许显示出了
一种趋势，也是我国“信息经
济”迅速发展，“IT人士”工资随
着水涨船高。不同于传统经济
核心要素是市场、机器、资本等，
而IT行业最核心的要素是人。
大量的程序员、技术人员等就是
IT产业一条条“生产线”。各大
IT公司的成本主要就是人员工
资。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
不断调整升级，IT行业本身的
行业空间也越来越大，各行各业
生产效率的提高都要依赖 IT
业，那IT从业人员工资的提高
也就水到渠成了。

IT 业工资首超金融业，也
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逐步
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以资本为代
表的金融业已经开始让位于以
知识为代表的IT业。这是经济
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不过，根据国外的经验，各
行各业的收入差距随着生产力
的不断提高，也会呈缩小的趋
势。资料显示，10年前金融业
的工资至今仅增长90%，位居各
行业的倒数第二。同期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则增
长116%，也不敌所有行业平均
131%的增长。最高行业的增长
率不及平均显示出行业收入的
差距实际上呈缩小的趋势。

对那些把股市当“提款机”
的投机者而言，新规无异于当头
一棒；对那些专注于做好企业的
股东而言，对那些致力于挖掘价
值的投资者而言，对那些在股市
中相对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
而言，新规的积极作用将逐渐显
现。

记者了解到，新规限制的主
要是那些解禁期一到就迫不及
待大幅减持的行为，而对于真正
想做好企业的大股东而言，并没
有太大影响。

作为天使投资人和母基金
管理人，宜信创始人兼CEO唐宁
亲身经历过多家企业的发展过
程。“企业创始人减持的主要目
的，一个是个人生活方面的改
善，减持比例很有限；一个是优

化个人资产配置，减持通常是一
个有规划的、历经多年的过程。”

唐宁表示，可以从新规中清
晰地感受到“长期投资、价值投
资”的政策导向，大家对资本市
场投资应该越来越有信心。

一家并购定增基金的负责
人认为，监管机构发布的减持新
规目的在于引导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进行规范、理性、有序减
持，促进上市公司稳健经营、回
报中小股东、鼓励中长期价值投
资，促进投资者回归价值投资。

新规之下，上市公司大股东
和董监高将难以在短期内套现
离场，这将反过来迫使其更加专
注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有利于提
升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减持新

规对于创业投资基金做出了专
门安排。“证监会特别提到为落
实创投‘国十条’的有关要求，对
创业投资基金的退出问题做了
专门的制度安排，并对专注于长
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创业投资
基金在市场化退出方面给予必
要的政策支持。‘长期投资和价
值投资’正是创投基金的本质所
在。”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
说。

靳海涛认为，证监会提出要
“建立创业投资项目的投资年
限与上市后锁定期的反向挂钩
机制”，这有利于引导行业进一
步加大对早期项目的投资力
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创业投资
行业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支持作用。

价值投资向前，短期投机向后
透视证监会减持新规背后的政策导向

这个端午节假期，尽管沪深两市没有交易，但丝毫不影响市场对于证监
会减持新规的关注热度。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看似针对当下市场问题
的“升级版”机制，或有望带来重塑资本市场生态的契机。 据新华社电

27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从七个方面对原有的减
持规定予以升级，剑指市场深恶
痛绝的减持乱象。

在前海母基金创始合伙人
靳海涛看来，这是为了抑制目前
股票市场“清仓式减持”“过桥减
持”“精准式减持”“恶意减持”等
违背证券市场“三公”原则、损害
中小投资者和公共投资者利益
的减持乱象而出台的一系列针
对性限制措施。

近年来，上市公司有关股东
减持花样百出。除了结婚、交学
费、理财、还债等理由，部分重要

股东“清仓式减持”，甚至有市场
操纵嫌疑的“精准式减持”，令中
小投资者权益受到伤害，严重影
响市场信心。

一家私募基金负责人认为，
从机构的层面来看，新规对风险
投资影响不会太大，而对现在市
场上比较热的Pre-IPO则是明
确发出要降温的信号。

Pre-IPO 是指在企业上市
之前突击入股，上市之后解禁期
一到立刻减持套现，获得高额回
报。这部分投资机构看重的并
不是企业的长期成长性，目的是
以最短的时间获利套现，短期投
机性很强。

“新规之下，由于减持期限
延长、减持比例受限，对 Pre-
IPO和定增等投资均会产生深远
影响。”上述人士说。

减持套现期限延长，相关机
构在投资Pre-IPO企业和参与
定增时，需要更加注重企业的长
远发展及内在价值，加强尽职调
查能力。否则，如果企业业绩变
脸，股价走低，则可能被套牢。

“减持新规有利于抑制投机
型、套利型投资行为，促使投资
机构进一步坚定长期投资的理
念，在投资项目时更加注重公司
的内在价值，更加注重公司的成
长性。”靳海涛评价说。

赚快钱的投机“老套路”不灵了

减持新规能否成为重塑资
本市场生态的契机，尚需实践的
检验。不过，在不少从业者看
来，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资本
市场到了一个转折点，需要从顶
层设计上着手改变过去的“野蛮
生长”。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了20
多年，市场和行业格局需要转
变。”中华全国工商联并购协会
创始会长王巍说，体现在两个打
破，一是打破野蛮生长，向遵守

稳定规则和底线转变；二是打破
短期投机主义，向长期可持续发
展的价值观转变。

如果说过去资本市场上的
成功是围绕着怎样能赚快钱、赚
钱多，那么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一
些这样投资管理人：他们开始更
多考虑社会成就，考虑生态环
境，考虑如何通过帮助客户成功
而获取基金投资上的成功，这是
一种资本市场价值观。

“证监会减持新规正是建立

市场规则和底线的重要举措，让
市场回归公众利益和‘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更是打破短期主
义的重要举措，抑制以投机为上、
套利为上的投资行为，引导和推
动资管行业坚持资管的基本逻
辑，让坚守资管本质的‘真资管’
产品成为市场主流。”王巍说。

价值投资向前，短期投机向
后，这是业界从减持新规中读出
的政策导向，也是业界对新规能
让资本市场更加健康的期待。

真正做好企业才有投资的广阔天地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告别“野蛮生长”

对于上市公司股东而言，
根据对估值合理性的判断或自
身资金的需求增持或减持股
份，本无可厚非。但有机构统
计，近7年来A股市场累计减持
近 7000 亿元，累计增持略超
2000亿元，前者数倍于后者。

天量定增和野蛮减持，被
视为 A 股身上的两大“出血
点”。继今年2月发布《关于引

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
管要求》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定
价、频率和股份数量作出限定
之后，监管部门出手对重要股
东减持行为进行约束。对于被
顽疾困扰的A股市场而言，这无
疑是对症下药的“治病疗伤”之
举。

不过，仅仅依靠堵住“出血
点”，显然不足以让A股市场完

全摆脱“贫血”之困。加快具备
长期投资理念的大资金入市步
伐，通过鼓励性和约束性举措
引导上市公司群体形成长期稳
定回报，构建公平市场环境让
投资者乐于坚守，方能让A股市
场有效发挥为实体经济配置资
源的功能，成为民众分享中国
经济增长的平台。

据新华社电

为减持立规 助A股摆脱“失血”之困

IT行业收入超金融
中国或已步入信息时代

一波三折
华大基因IPO终过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