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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家 IPO 企业排队搁浅 大发审委这些 “秘诀”该重视了
国际金融报记者 ｜ 沈玉洁

期有望进一步缩短至 12 个月。

见习记者 ｜ 许伟

披露、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内控制度

提高合规度是关键
本以为是一趟通往资本之海的

一方面，IPO 审核明显加速，堰

大冒险，结果变成了排队搁浅。
一艘、两艘、三艘……一眨眼，

塞现象明显缓解， 市场对此翘首以

二十二艘 IPO 大船搁浅在入海口。
自新一届发审委上任以来，

盼；另一方面，大发审委手起刀落，
过会率屡创新低，IPO 企业哀鸿遍
野。

以最新被否的联德精材为例，

选和淘汰的过程会使得可选择的壳

联德精材被发审委员重点关注了客
户依赖性、关联交易、员工薪酬、高

资源标的变得更多，也就是说，存量
的壳公司会变得更多。 从这个角度

管薪酬以及子公司等相关问题。
不难看出， 联德精材被否原因

分析， 市场应该不会出现壳资源受
追捧的现象，反而会继续遇冷。 ”

涉及信息披露重大遗漏、 招股书真
实性存疑、出现重大会计差错、经营

保荐机构更谨慎

IPO 审核低通过率引起拟上市企业

究竟是什么铸就了 IPO 这“冰

和相关中介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
整个证券市场的焦点：IPO 一周通
过率 20%，本届发审委审核通过率
55.74%。

与火之歌” 的奇景？ 是审核力度发

题。

生变化还是这些企业确实不行？
北京某大型券商资深投行人
士对记者表示， 原因主要有两方

由此可见， 除了对企业盈利和
持续经营能力等常规财务指标的关
注， 大发审委把目光更多投向了日

面对新股发审低通过率的 “常
态”， 排队的 488 家 IPO 企业忐忑

面：一是“变”，发审委员刚刚换届，
审核风格相应改变；二是“不变”，

常生产经营和内控制度落实等合规
性领域。

不安，保荐机构等中介如履薄冰，连
已上市公司的资本之海都掀起了波

证监会依然坚持“从严审核”的导

“不让申报企业带病过会”，这
是年初证监会就透露的监管信号。

澜。
有业内人士感慨： 审核风向就
像橡皮筋，松的时候啥感觉都没有，
紧的时候感觉能把手勒断。
据记者统计， 大发审委上任以
来， 共审核 60 家企业，34 家获通
过，19 家企业被否， 另有 5 家企业
暂缓表决， 通过率降至 56.67%，与
前期相比，IPO 通过率降低了两成
以上，接近三成。 统计显示，自 2016
年至今（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发审委共审核 IPO 企业 712 家，其
中 608 家 获 通 过 ， 过 会 率 为
85.39%。 明显降低的通过率引起了
业界关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堰

对此， 程毅敏指出，“在上市公
司质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自然筛

的健全性、募投项目的合理性。

向不动摇，质量不过关的公司就是
不得过会。
中邮证券研发部副总经理程毅
敏则进一步指出：“IPO 通过率大幅

管理不规范、 独立性存疑等诸多问
当前大发审委对市场释放的一
个监管信号就是， 以价值为衡量标
准，将优质的公司请进门，质地不好
的公司就挡在 A 股市场的门外。
东 方 ＩＣ 图

IPO 审核的不放松， 对于保荐
机构来说，挑战同样存在。
赵笏阳指出，“所有的投行业务
都是结果导向型， 如果项目做不出
来，前面的努力都是虚空，如果一个
IPO 项目被否，就浪费好几年。 现在
这种低通过率会使得中介机构，尤

业内人士表示， 打铁还须自身
硬，申报企业要想过会，还是要从自
身做起。

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 ” 他认

其是券商，在承揽项目、评估成功概

壳资源难受追捧

为，首先，发审委的审核方式重大改
革后， 审核风格变化有一定时间的
适应期；其次，发审委员的终身追责
制度改革， 倒逼委员从严把关。 因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IPO 审
核日渐趋严，通过率大幅下降之后，

率时更加谨慎和保守， 风险比较大
的项目可能就不会接。 ”
此前，业界曾有 “业绩一俊遮
百丑”的判断，3000 万元净利润门

此，在过会企业质量不高的情况下，
通过率大幅下降。

或许会有一部分拟 IPO 企业选择
“借壳上市”， 从而再度掀起壳资源

槛被业内看作 IPO 上市的隐形红
线，也是大多数券商的最低立项标

会不会是 “新官上任三把火”？
对此， 大发审委上任伊始就让市场

的“追捧热潮”。
对此， 投行人士赵笏阳对记

准之一。 不过，有业内人士透露，目
前一些大型券商已经把最低的立

为之猜测不停。
那么，上会企业为何会“折戟沉

者表示， 并购重组市场会保持目
前平稳的状态， 追捧热潮可能性

项标准提高至净利润 5000 万元以
上。

沙”？

不大。 IPO 收紧会带来借壳上市的
热潮，是基于以前的市场经验，但
是目前来看， 借壳的优势并不明

塞湖”现象正在消失。 据统计，2017
年，IPO 企业从发行申请受理到完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通过率的
下降归根究底还是企业本身存在一
些问题。

显。

但“一俊遮百丑”已成过去，“再
俊也要干净”才是现实。上述投行人
士对记者表示，“当前审核现状下，
我们对于 IPO 项目的选择会更加

成上市， 平均审核周期为一年 3 个
月左右，较 2016 年需要 2.4 年以上

记者梳理发现， 被否企业被发
审委员“顺藤摸瓜”多数是因为自身

据了解，伴随着 IPO 提速和并
购重组的审核趋严，二级市场“壳公

谨慎，立项的要求也在进一步提高。
目前，除了业绩标准，我们内部对于

的审核周期大幅缩短。
同时， 根据目前证监会核准速

暴露了若干的“蛛丝马迹”。 比较多
见的有： 毛利率高于同行企业但缺

司”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巨变。
一位私募人士对记者透露，目

卖”。

2016 年 筹 划 重 组 上 市 的 有 30 多

业绩的真实性， 企业的规范运作要
求也会更高。未来，我们会更加积极

度， 预计 2017 年全年将核发 430
家。 未来从申报到上市平均审核周

乏合理解释、 企业会计政策和会计
核算的规范性、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前“壳公司”的买卖基本陷入停滞状
态，从“一壳难买”逐渐变成“一壳难

数据显示，自从 2016 年的重组
新规出台之后， 借壳越来越难。

例，2017 年包括 360 借壳江南嘉捷
在内也只有 5 例。

地承担起资本市场 ‘看门人’ 的角
色。 ”

润禾材料取得良好美誉有五大原因
｜ 李宣凌

性是公司产品实现价值的关键， 也是公司
产品进行市场拓展的基础。 因此，营销服务
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公司与下游客户之间
的合作空间。

是什么组成了这缤纷多彩的世界，为
此润禾材料不断追寻。 依靠化学，润禾材料

润禾材料拥有一支专业化的销售服务

解开奥秘， 用新材料构建人们更为丰富的
现代品质生活。

队伍，摸索出了适合公司的市场开拓方式、
路径，重点布局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福

在一片钟灵毓秀的热土上， 润禾材料
以开阔的发展视野、 强大的技术实力和高

建省、广东省等下游客户聚集地区，以“深
入公司客户、提供专业服务”为宗旨，打造

效的管理，发展成为一家集产品研发、应用
开发以及进出口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

了“及时、专业、到位”的营销品牌，为润禾
材料的稳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1 月 27 日，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润禾材料”，证券代码
“300727”），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交易。 据了解， 润禾材料在 2000 年 12
月，成立于宁海，至今已走过快 17 个年头。
自成立以来，润禾材料始终聚焦主业，持续

4.地域优势
成功之路中，天时地利人和为三要素。
润禾材料第四点优势，便是地域优势。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有机硅深加工产品
和纺织印染助剂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境
内销售市场广阔， 为行业内企业提供了良

专注纺织印染助剂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逐
渐将产业链延伸至其他有机硅深加工产

好的市场环境。
润禾材料主要生产基地位于浙江省宁
波市和浙江省湖州市。 浙江省经济发展迅

品。 润禾材料形成了有机硅深加工产品和
纺织印染助剂产品相互协同、 共同发展的
产业格局。
在发展的过程中， 润禾材料始终秉承
“追求无止境，不断求发展”的企业精神，依
靠在有机硅深加工产品及纺织印染助剂产
品领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 建立了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依托、以服

级企业研究院”称号。
润禾材料本部及生产型全资子公司德
清润禾均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并均已
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和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润禾材料共计拥有 23 项发明专利，另

控制”的管理理念。
润禾材料还拥有一批稳定、 高素质的
技工队伍， 能够熟练掌握公司主要生产工
艺技术， 是公司保持产品质量稳定性的重
要保障。
此外， 润禾材料已布局深入客户的销

务能力为保证的发展模式， 在业内享有良
好的美誉度。
能够取得业内的好评， 与润禾材料的
五大优势密切相关。

有 11 项发明专利正在审核中。 润禾材料先
后获得“浙江省科技型企业”、“湖州市专利
示范企业”、“中国氟硅行业新锐企业”等荣
誉，生产开发的产品多次获得“浙江省科学

售服务体系， 能够对客户使用过程发现的
问题及时予以分析和反馈。 基于上述有效
的内部管理安排， 润禾材料产品得以保持
良好的质量稳定性， 在下游客户群体中打

技术成果”、“湖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中
国氟硅行业创新奖”等奖项。

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产品口碑。
润禾材料的努力获得了有关单位的认
可。2015 年 1 月，润禾材料商标被浙江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 “浙江省著名商标”；

2.产品品质优势

2015 年 12 月，润禾材料商标被宁波名牌产
品认定委员会认定为“宁波名牌产品”。

1.技术研发优势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五大优势第一点
便是技术研发优势。
润禾材料拥有一支稳定的研发团队，
围绕“市场和客户需求”开展研发活动，形
成了强有力的技术研发系统和持续创新能
力。
润禾材料设立一级部门研发部负责按
照公司发展战略做好研发产品、 研发投入
规划并组织实施， 研发部下设润禾环保型
织物整理剂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

心， 和浙江润禾有机硅新材料研究院 2 个
专业研究中心。
润禾材料对技术研发的重视， 或许能
从其获得的荣誉，窥探一二。
2011 年 12 月，润禾环保型织物整理剂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被浙江省
科学技术厅认定为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
究开发中心”；
2015 年 7 月和 2016 年 4 月，浙江润禾
有机硅新材料研究院先后被湖州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和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授予“湖州市市级企业研究中心”和“省

技术再好，如果不能形成产品，也很难
创造价值。 五大优势第二点，便是产品品质

3.营销服务优势

优势。
润禾材料管理层将产品质量视为公司
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竞
争力， 始终将质量控制体系建设作为公司
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致力于打造“全流程

“酒香也怕巷子深”，有了好的产品，也
需要有好的渠道。
润禾材料产品主要为工业生产中的中
间产品， 与下游客户产品的伍配性与稳定

速，是我国最主要的经济核心区之一，也是
国内有机硅深加工产品产业链和纺织印染
助剂产业链最为聚集的地区。 良好的产业
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发展土壤， 也有利于润
禾材料采购、销售、产品研发等各项业务的
开展。

5.差异化竞争优势
差异化战略， 又称差别化战略或标新
立异战略，是指企业针对大规模市场，通过
提供与竞争者存在差异的产品或服务以获
取优势的战略。
当前有机硅深加工行业和纺织印染助
剂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市场竞争充分，常
规型、通用型产品竞争日趋激烈，但差异化
产品市场仍具备较好的竞争环境。
润禾材料具备较强的差异化竞争优
势，专注于嵌段硅油、嵌段硅油乳液、有机
硅表面活性剂等具备较高技术附加值和经
济附加值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够在
较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保持较好的利润
空间。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