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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又有晶澳科技（002459）、景津
装备、大丰实业等多股披露了减持公告，东
方财富 Choice 统计显示，2023 年以来 A 股
市场已有107股股东抛出了减持计划。经
梳理，在抛出减持计划的股东中，部分股东
上演了减持“接力赛”，前次减持计划刚届满
就再度抛出减持计划。另外，也有不少个股
遭到了控股股东、实控人的减持。

年内已有年内已有107107股发布减持计划股发布减持计划

截至1月11日，年内A股市场已有107
股披露了股东拟减持公告。

以最新日期来看，1月11日，晶澳科技
披露公告称，公司持股 7.8%的股东华建盈
富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833.4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9%；此外，公司董事曹仰锋
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3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1%。

同日，景津装备、大丰实业、同兴环保、
哈森股份等多股也披露了股东减持计划公
告。

经东方财富 Choice 统计，今年 1 月 1
日—11日A股市场已有107股股东有减持
意向，按照日期来看，1月7日这天披露减持
计划个股较多，当天近20股披露了股东减
持计划公告，其中江山股份遭8名股东“组
团”减持。

1月7日，江山股份披露公告称，公司股
东刘为东、孟长春、宋金华、庞长国、杜辉、王
利、王旭、薛健均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过减持
比例都不高，合计拟减持不超过47.96万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16%。

此外，秦安股份、科拓生物、北京君正、
锦鸡股份、天秦装备等多股也遭股东“组团”
减持。对于减持原因，上市公司给出的理由
基本均是“股东资金需求”。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记者表示，二级市
场上，上市公司股东增持、减持都是正常的
市场行为，只要减持比例不大，一般对公司
股价影响较小。“如果是公司大股东减持，并
且是在公司股价高位减持，这种情况可能会

让上市公司股价短期承压。”许小恒如是说。

多股东一减再减多股东一减再减

记者注意到，不少公司股东系减持期限
届满后再度抛出了减持计划，上演了减持

“接力赛”。
经记者统计，年内青岛双星、光威复材、

北京文化、莱茵体育、森麒麟、智能自控等多
股均披露过股东减持期限届满暨后续减持
计划预披露公告。以青岛双星为例，1月10
日，青岛双星披露公告称，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7310.8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8.95%）的股
东国信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国信资本，拟以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减持上限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8.95%，
构成清仓减持。

而在此次减持计划之前，国信金控及其
一致行动人国信资本刚刚减持期满。2022
年6月，青岛双星曾披露称，国信金控及其
一致行动人国信资本拟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减持上限不超过总股本的6%。不过，截至
减持期届满，国信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国信
资本最终只减持了0.24%。

截至 2022 年前三季度，国信金控系青
岛双星第二大股东。

此外，光威复材的股东减持计划也备受
市场关注，公司遭第二大原始股东清仓减
持。

1月10日，光威复材披露公告称，公司
股东北京信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信聿合伙”）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方 式 合 计 减 持 公 司 股 份 数 量 不 超 过
2591.746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4.99999%，最多达到信聿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的100%。

需要指出的是，信聿合伙系光威复材第
二大原始股东，不过限售股解禁后，信聿合
伙便开始不断减持。而在此次减持计划之
前，信聿合伙前次减持计划也才刚刚届满。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记者表示，上市
公司股东接连减持，一种可能确实存在资金

压力，另外也有可能是对上市公司未来股价
不看好。

针对相关问题，记者致电光威复材董秘
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这些个股遭老板减持这些个股遭老板减持

107 股中也有个股是遭到了公司控股
股东、实控人减持。

经东方财富Choice统计，川润股份、良
信股份、风雨筑、北京君正、联发股份、通达
股份抛出了实控人拟减持计划；哈森股份、
天奈科技、ST红太阳、金钼股份、聚光科技、
航天电器等则披露了控股股东拟减持公告。

从减持比例来看，通达股份实控人拟减
持比例最高。1月4日，通达股份披露公告
称，持股13.6%的实控人史万福计划减持不
超过公司股份1585.86万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3%。另外，1月6日，风语筑披露
公告称，公司实控人辛浩鹰拟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公司股份。排在风
语筑之后，川润股份实控人则拟减持不超过
公司1%的股份。

良信股份、风雨筑、北京君正、联发股份
等个股遭实控人减持比例则均在1%以下。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方面，哈森股份1月
9日披露公告称，控股股东珍兴国际拟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系减持比例较高控股股东。

值得一提的是，天奈科技则遭到多位控
股股东减持。

1月9日，天奈科技披露公告称，公司控
股股东TAOZHENG及MEIJIEZHANG、新
奈共成、新奈智汇、新奈众诚、新奈联享拟以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465.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

经济学家宋清辉对记者表示，相比普通
股东减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的减
持计划更能影响个股二级市场行情。“但如
果减持比例较小的话，对市场影响也有限，
公司股价最终还是会回归基本面。”宋清辉
如是说。 本报综合消息

超百股股东为何会“扎堆”减持

2023年伊始，公募基金积极通过下调基金
费率（包括管理费率、托管费率、销售服务费率
等）的方式让利投资者、提升投资者信心和持有
体验。1月11日，工银瑞信安盈货币基金A类和
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正式由0.25%调
低至0.05%。据记者梳理，这已是今年以来第八
只调整费率的基金，其中以债券型基金为主。

管理费和托管费为调整主要方向
记者注意到，在上述8只基金中，6只为债

券型基金，而债券型基金普遍将管理费率调整
至0.3%。例如华润元大润泰双鑫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均将管理费率由原来的0.7%调低至0.3%。

除了管理费率，部分债券型基金的托管
费率也有所调整。如国寿安保尊享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费率从0.2%降至0.1%，
中加丰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
费率由 0.1%调低至 0.08%，广发亚太中高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费率由0.25%
降低为0.15%。

伴随基金业的发展与成长，公募基金相
关费率持续下行。尤其是在资本市场环境相
对复杂、基金赚钱效应欠佳的情况下，基金往
往会主动降费。去年全年，伴随市场震荡波
动，已有多家基金公司旗下产品出于提升产
品竞争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等方面考虑，发

布了费率优惠相关公告。
对于 2023 年开年债券型基金扎堆下调

费率，恒生前海短债债券基金经理张昆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年底债券市场的
调整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在此背景下，债券
基金降低费率也是希望通过让利投资者，提
升产品竞争力。”

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 预计未来行业还
会降费

事实上，近年来监管层多次提及基金降
费让利的问题。去年9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明确提出，降低市场
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规范金融服务收费，鼓
励证券、基金、担保等机构进一步降低服务收
费，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合理降低交易、托管、登
记、清算等费用。

一位公募FOF基金经理对记者表示：“债
券基金产品降费总体上有利于推动公募行业
高质量发展，比如其直接降低了投资者持有
成本，增强了投资者获得感，从而促进投资者
利益与资产规模的正向循环。”

“我们预计未来行业还会进一步降费，
因为基金产品降费让利于民是行业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张昆对记者表示。

本报综合消息

1 月 11 日，迅安科技登陆北交所，这是
2023年A股迎来的第二只新股，1月6日，百
利天恒在科创板上市，2 家公司合计募资
11.52亿元。

另据记者梳理，目前有43家公司已经拿
到“入场券”，但尚未上市。另外有897家企
业处于上市申请排队中。综合来看，目前A
股待入场企业940家，计划募资超过6447亿
元。

2022年上市新股424家，合计募资5868
亿元，同比增长2.64%，刷新历史新高。接受
采访的专家表示，2023年经济回暖，资本市
场对实体企业的支持力度将继续加大，随着
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新股融资规模有望再创
新高。

新股发行规模将稳步增长新股发行规模将稳步增长

企业从拿到 A 股“入场券”到敲钟上市
仍需一段时间。据记者梳理，截至 1 月 11
日，目前有43家公司已经拿到“入场券”，但
尚未上市，计划募资（含实际募资）合计
419.97亿元。其中，10只新股完成发行未上
市，合计募资68.2亿元，另有3家公司正在发
行中，计划募资65.67亿元。此外，还有30家
已经注册生效，尚未启动发行，计划募资合
计285.92亿元。

发行上市申请排队方面，据证监会以
及三大证券交易所网站数据统计，截至1月
11日，沪深主板排队企业307家，其中，28家
已通过发审会但尚未拿到批文。科创板、
创业板、北交所排队企业分别159家、343家
和88家，其中提交注册分别有35家、68家、
8家。总体来看，目前IPO排队企业897家，
其中，已通过发审会或提交注册的有 139
家。另外，记者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
上述 897 家排队企业计划募资合计 6027.24
亿元。

谈及2023年新股发行情况，川财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认为，2023年
新股发行规模将稳步增长。注册制改革有
利于融资功能的提升，对于新股发行规模增
长产生积极效应。

中原证券策略分析师周建华认为，
2023 年 A 股行情有望回暖，经济复苏的过
程中融资需求依然较大，预计 2023 年融资
规模不会低于 2022 年，特别是随着注册制
的有序推进，科技型企业的融资可能大幅
增加。

双创板块定位进一步优化双创板块定位进一步优化

2023年，科创板和创业板新股发行审核
迎来新变化。2022年年底，证监会修改科创
属性评价指引，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科创
板、创业板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
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好科创板、创业板定位，
压实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责任等。

陈雳认为，科创板、创业板标准进一步
明确有利于为新股发行拓宽上市渠道。在
优化板块定位和相关指标后，上市公司可
以找到更适合自身发展的板块上市。对于
市场来说，则为资金流向指明正确方向，市
场资源的分配将更加合理与高效。预计未
来上市公司的上市审核流程将进一步优
化。

去年12月份，证监会传达学习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时表示，“深入推进股票发行
注册制改革，突出把选择权交给市场这个本
质，放管结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谈及 2023 年新股发行趋势，周建华认
为，可能呈现三大趋势：一是2023年新股发
行将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科技绿色类企业
敞开大门，上市企业将更加聚焦科技创新型
企业；二是随着注册制的深入推进，新股破
发或成常态；三是2023年新股融资规模可能
再创历史新高。

陈雳认为，2023年在注册制改革的稳步
推动下，监管部门将严把“入口关”，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市场对于新股的估值也将更加
合理，接近实际价值，资本市场投资环境将
进一步优化。

本报综合消息

多只基金下调费率吸引投资者

43家公司已获A股“入场券”

计划募资419.97亿元

在隔夜外围市场上涨带动下，A 股
三大股指 1 月 12 日集体高开。早盘两
市冲高回落，市场热点较为匮乏，量能
也出现萎缩，市场人气相对低迷。午后
两市再度冲高，但未获得量能配合再度
回落，两市小幅高收。

从盘面上看，券商走强，金融软件、
信创、锂电池概念股活跃；房地产领跌，
大消费表现不振。

A股市场小幅收涨：

两市成两市成交交68156815亿元亿元
至 1 月 12 日 收 盘 ，上 证 综 指 涨

0.05% ，报 3163.45 点 ；科 创 50 指 数 涨
0.02%，报 974.19 点；深证成指涨 0.23%，
报 11465.73 点；创业板指涨 0.51%，报
2458.49点。

Wind统计显示，两市2255只股票上
涨，2532 只股票下跌，平盘有 272 只股
票。

两市成交6815亿元；共有39只股票
涨幅在 9%以上，9 只股票跌幅在 9%以
上。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魏玉坤）
国 家 统 计 局 12 日 发 布 数 据 ，2022 年 全
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
上 涨 2％ ，低 于 全 年 3％ 左 右 的 预 期 目
标。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 CPI 月度同
比涨幅均低于 3％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
9 月份涨幅最高，达 2.8％，但仍处在合理
区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一直处于 1％左右的区间波动，

我国工业消费品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保持
稳定。

2022 年12月份，各地区各部门更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多措并举做
好市场保供稳价，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同比上涨 1.8％，涨幅比 11 月份扩大
0.2 个百分点；环比由 11 月份下降 0.2％转
为持平。

“物价始终保持平稳运行，充分体现了
我国经济韧性强，市场规模大，保供稳价措

施有力有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
势研究室主任郭丽岩说。

2022 年全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比上年上涨 4.1％，低于 2021
年全年8.1％的涨幅。其中，受石油及相关
行业价格下降影响，2022 年 12 月份 PPI 环
比由 11 月份上涨 0.1％转为下降 0.5％；受
2021 年同期对比基数走低影响，PPI 同比
下降 0.7％，降幅比 11 月份收窄 0.6 个百分
点。

20222022年年CPICPI同比上涨同比上涨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