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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中船

中润资源

宁波东力

獐子岛

恺英网络

协鑫集成

名称
N国盾

铂力特

佰仁医疗

清溢光电

普元信息

中科星图

收盘价
9.99

2.92

3.80

3.48

4.57

3.27

收盘价
370.45

71.70

136.70

41.70

52.30

99.12

涨幅（%）
43.95

10.19

10.14

10.13

10.12

10.10

涨幅（%）
923.91

20.00

19.91

17.46

15.68

13.58

名称
*ST雪莱

*ST天夏

永东股份

德威新材

紫天科技

艾可蓝

名称
退市美都

*ST瀚叶

*ST济堂

*ST新亿

*ST中昌

金杯汽车

收盘价
2.69

1.73

10.03

3.03

57.32

96.23

收盘价
0.18

1.63

2.03

1.89

4.43

8.50

跌幅（%）
-4.95

-4.95

-4.93

-4.11

-3.97

-3.09

跌幅（%）
-5.26

-5.23

-5.14

-5.03

-4.94

-4.82

名称
京东方Ａ

第一创业

东方财富

TCL科技

青农商行

申万宏源

名称
太平洋

包钢股份

紫金矿业

工商银行

中信证券

农业银行

收盘价
5.32

12.12

27.16

6.87

7.44

6.52

收盘价
4.81

1.27

6.14

5.38

33.08

3.64

成交额（万）
852271

783476

1733409

402281

365040

324447

成交额（万）
582934

132024

411606

306447

1847931

194130

名 称
西宁特钢

*ST海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顺利办

*ST盐湖

青青稞酒

收 盘 价
3.71

2.74

5.37

6.27

7.27

5.46

4.40

-

11.46

涨跌幅（%）
+10.09

0.00

+0.94

-0.48

+1.25

-0.73

+6.54

0.00

+0.97

成交量（手）
573611

19209

132875

39783

729032

125988

381104

0

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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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张莫
实习生 胡梦雪）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
行发布公告宣布入股江苏镇江农村商
业银行；无锡农村商业银行和江苏江阴
农村商业银行对外表示，共同发起设立
徐州农村商业银行；攀枝花市商业银
行、凉山州商业银行分别发布《关于合
并重组事宜的公告》，宣布拟通过新设
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推进合并重组的消
息备受市场关注。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
内人士表示，合并重组实际上可视为从
中小银行长远发展角度出发的一种前
瞻性改革方式，将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
争优势，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面对
经济下行压力，中小银行发展面临较大
挑战，确实需要“抱团取暖”，未来合并
重组的案例可能还会增多。业内人士
预计，今年中小银行体制机制改革和资
本补充将会融为一体，加速推进。

城商行农商行城商行农商行““抱团取暖抱团取暖””

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这种中小银
行之间的合并重组并非今年首次出
现。以城商行整合为例，2005年成立的
徽商银行由原合肥市商业银行吸收合
并安徽省内蚌埠、淮北、马鞍山、芜湖、
安庆等5座城市的商业银行和其他7家
城市信用社重组而成。2007年正式成
立的江苏银行由江苏省内无锡、苏州、
南通、常州、淮安、徐州、扬州、镇江、盐
城、连云港等十个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
组而来。农商行方面，去年新组建的佛
山农村商业银行也是由多家农商行、农
信社合并成立。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
刚表示，这种合并重组可视为中小银行
应对市场竞争的一种途径。面对市场
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影响，银行
通过合并重组可以提升自身能力，应对
日趋激烈的市场挑战。他强调，并非

“出现风险”的银行才会考虑合并，重组
实际上可视为从银行长远发展角度出
发的一种前瞻性的改革方式。通过合
并、重组扩大银行的规模能够提升银行
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释放银行的竞
争优势。“这种整合浪潮很早之前就开
启了，未来也将会延续下去。”他说。

“从中小银行改革重组的现实意义
来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小银行发
展面临较大挑战，确实需要‘抱团取
暖’，未来合并重组的案例可能还会增
多。”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也表
示。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
师王一峰表示，一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
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也是化解区域金
融风险、增强区域金融稳健性的一种手
段。它不是唯一手段，但是一种可选
项。

合并重组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合并重组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董希淼表示，与监管部门主导对高
风险金融机构进行处置不同，通过合并
重组这种市场化手段来推进改革和增
强风险抵御，可能会成为较普遍的一种
模式。

从目前已经公告的中小银行的合
并重组的情况来看，一种是发展较好的
银行通过入股、甚至控股的方式来帮助
带动发展较弱的银行，如江苏常熟农村
商业银行拟出资10.5亿元，认购镇江农
商行非公开发行股份5亿股，占镇江农
商行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33.33%，成

为其第一大股东。另一种是多家银行
通过合并以提升规模，形成规模效应和
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攀枝花市商业银
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拟通过新设合并
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则属于这
种情况。“合并重组没有统一标准，因此
要强调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不同的模
式。”董希淼说。但是他也表示，一定要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王一峰表示，合并重组最重要的是
在内部管理层面上进行相应整合，以提
升自我的经营效率。在坚持市场化、法
治化的原则之下，合并重组很有可能是
优胜劣汰的一种表现，是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体现，是银行内在运行效率
提升的一种市场化安排，相应的金融风
险也会随着银行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
增强得到一定化解，然而，如果合并重
组沦为“拉郎配”，没有更多的效率改
善，变成单纯做大，那么意义就会大打
折扣。

董希淼称，两家机构或多家机构从
重组到最终融合并不容易。在操作层
面，从入股的股份安排、价格确定到不
良资产的清查，合并双方都可能存在分
歧。与此同时，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模
式、发展理念以及文化都有差别。合并
之后能否快速融合、优秀管理经验能否
顺利移植，从而真正发挥一加一大于二
的价值，这些都需要较长的时间。

中小银行改革将加速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将加速推进

合并重组也是中小银行深化改革
的具体方式之一。今年4月，银保监会
副主席曹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
年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比较
大。包括针对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定向
降准以及差异化的监管政策等，都将为
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创造有利的条
件。业内人士预计，今年中小银行体制
机制改革和资本补充会融为一体，将加
速推进。

今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
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出台《中小
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
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加快中
小银行补充资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多渠道筹措资金，把补资本与优化
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日前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着眼增强金融服
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允许地方政府专项
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

“地方中小银行大多由地方政府持
股，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其补充资
本，有利于发挥股东作用，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同时可在注资过程中推动化解
存量风险或进行合并重组。”曾刚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金融委办公
室日前发布的11条金融改革措施包括

“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
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强化
正向激励，统筹做好改革和风险化解工
作。”业内人士表示，今年预计农信社改
革会有重大推进，可能将因地制宜推进
农村信用联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实施股
份制改造。

董希淼表示，为提升农信机构规模
效应和抗风险能力，对东北和中西部地
区规模较小的农信机构，应鼓励在市场
化基础上进行合并重组，并适当组建市
级农商行。这与坚持县域法人地位的
原则并不矛盾。对坚持县域法人地位
的理解不能过于机械。通过合并重组，
增强中小农信机构抗风险能力，从长远
看有利于稳定县域法人地位。

多家中小银行酝酿合并重组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高伟）进入半
年，物业上市热潮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已经有合景
泰富、佳源集团、世茂等十余家房地产企业纷纷分
拆旗下物业子公司赴港交所递交IPO申请文件。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6月底，本年度递交招股书的物业管理公司
数量已达13家。其中正荣服务、烨星集团以及金
融街物业已经完成上市，余下10家企业正在排
队等候港交所聆讯。

近年来，在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机遇下，物业

服务企业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变化，整合公司自身
和社区内外优质资源，持续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
增值服务，进而将社区增值服务打造成企业新的
盈利增长点，成为助推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指数研究院方面针对物业管理公司的监
测数据显示，目前，在港上市企业社区增值服务收
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在3%至30%之间，其中旭辉
永升服务2019年社区增值服务收入为4.83亿元，
占总营收比重为25.73%，绿城服务社区增值服务
收入达19.13亿元，占营收比重的22.29%。

物业公司上市热潮持续升温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昝秀丽）中国
证监会8日集中曝光258家非法从事场外配资的
平台及其运营机构名单。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证监会近期还将曝光100余家非法从事场外配
资活动的平台名单。下一步，证监会将协调配合
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对场外配资广告、场外
配资平台进行清理和关闭。相关证监局正配合
公安机关大力查处场外配资平台和机构，已有数
宗场外配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神牛财富App、
点点金平台等配资平台和机构已被法院判决构
成非法经营罪。

证监会表示，目前，一些不法机构或个人创建
场外配资网站、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
称提供最高十余倍的炒股资金，以“您炒股、我出
钱”“杠杆炒股、盈利高”“实盘交易、门槛低”“资金
安全、提现快”等为噱头，诱导投资者参与场外配
资活动。根据证监会统一部署，证监会系统在今
年5月启动防范非法证券期货宣传月活动，抵制

“非法配资”成为近期投资者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上海证监局日前公

示了两批不具备合法证券期货经营业务资质的机
构名单，中国金融期货配资网、中岩投资、桥水配
资等配资机构现身其中。深圳证监局5月28日公

布了辖区内第十批不具备合法证券期货经营业务
资质的机构名单，宝利阁、操盘所、零柒配资等53
个非法配资平台曝光。广东证监局5月28日公布
了辖区内第三十二批不具备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资
质的机构名单，44家非法配资机构登上“黑名单”，
包括普惠配资、达人配资、维海配资等。

证监会市场二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新证
券法和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
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场外配资属于
非法证券业务活动，从事场外配资的机构和个人
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并重申，根据上述会议
纪要，场外配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用资人以其
因使用配资导致投资损失为由请求配资方予以
赔偿的，法院不予支持。

证监会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新证券法，持
续推进打击场外配资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坚决
维护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秩序。对场外配资
活动，将持续加大监测力度，积极调查处理，及时
予以曝光，严格依法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查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证监会提醒
广大投资者，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自觉远离场
外配资活动，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如因参与场外
配资被骗，应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证监会曝光258家非法配资平台机构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陈炜伟）国家统
计局9日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2.5%，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6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1%，涨幅比上
月扩大0.5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2.24个百
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上涨81.6%，牛肉和羊肉
价格分别上涨18.5%和10.9%，涨幅与上月相比均
变动不大；水产品价格上涨4.8%，涨幅扩大1.1个
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 4.2%，上月为下降 8.5%；

鲜果和鸡蛋价格分别下降29%和15.8%，降幅分
别扩大9.7和1.3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3%，涨幅
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教育文化
和娱乐、医疗保健价格均上涨1.9%，交通和通信
价格下降4.6%。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6月份，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降幅比上月收窄0.7
个百分点。

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5%

新华社上海7月9日电（记者潘清）延续近期
走升势头，9日沪深股指同步收高。上证综指盘
中3400点失而复得，与深证成指双双实现“八连
涨”。创业板指数表现强势，涨幅高达近4%。

当日上证综指以 3403.48 点微幅高开，早盘
短暂回调探至 3393.64 点后震荡上行，午后上摸
3456.97点创下阶段新高。尾盘沪指收报3450.59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47.15点，涨幅为1.39%。

深市表现相对较强。深证成指收报13754.74
点，涨348.37点，涨幅为2.60%。创业板指数大涨
3.98% ，收 报 2757.65 点 。 中 小 板 指 数 收 盘 报
9213.65点，涨幅也达到了2.76%。

沪深两市个股普涨。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
近 200 只个股涨停。创业板新股 N 中船挂牌上

市，首日涨幅接近44%。
科创板迎来新股 N 国盾，首日涨幅高达

923.91%。其余个股大部分收涨，铂力特涨停。
财富趋势、天智航表现较弱，跌幅超过2%。

行业板块中，贵金属板块表现抢眼，整体涨
幅逾8%。珠宝零售、生物科技、零售连锁板块涨
幅也超过了5%。当日仅有银行和机场服务板块
逆势收跌。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7514 亿元和 9748 亿元，
总量再度突破1.7万亿元。

沪深股指双双实现“八连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