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72019年7月23日 星期二 责编 朱文 校对 楚天堑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zt＠163.com 综合新闻

初生科创板显露“苗头”
为科创企业插上“双翼”

22 日上午，首批 25 家科创板企业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上市仪式。现场600
多位嘉宾与观看直播的观众们共同见证了
这一历史时刻。

华兴源创、安集科技、中国通号……首
批25家科创板企业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
地，分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
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我们非常看好这些企业的长期价
值。首批企业行业分布多元，不一定都是
这个市场里最优秀的企业，但一定是目前
阶段最合适的选择。”华兴资本董事长包
凡说。

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中
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如何通过
支持科创企业发展、助力“创新驱动”，成为
资本市场重要命题。

初生的科创板显露出中国科技创新的
一些可喜“苗头”。数据显示，首批企业
2018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平均为 11.3％，
合计拥有专利5726项，与可比A股上市公
司相比研发属性更强，也更具发展潜力。

在业界看来，科创板将为渴望腾飞的
科创企业插上“双翼”。“科创板全新的制度
设计可以大幅提升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
更加有序地引导资源流动，有效服务实体
经济中的行业细分龙头。”中邮证券首席研
究官尚震宇说。

事实上，首批企业已经在“试水”过程
中体验了科创板的“温度”。“我们深刻感
到，科创板推出的一系列新政策，使科创企
业能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微
公司董事长尹志尧说。

科创板吹响“冲锋号”，也令更多科创
企业充满期待。智能汽车领域知名企业蔚
来汽车创始人李斌表示，科创板允许未盈

利企业上市，有望为处于成长期的科技企
业吸引更多人民币资本的关注，从而助其
快速发展。

上市首日总体表现活跃
投资者热情继续“扩散”
科创板开市首日总体表现活跃。25只

个股首日平均涨幅接近 140％，16只涨幅
超过一倍。另据统计，全天科创板合计成
交485亿元，24只个股换手率在七成以上。

上投摩根科技前沿基金经理李德辉评
价认为，从此前的网下机构询价环节观察，
投资者对科创板的参与度很高。这种热情
在科创板开市后继续“扩散”。

在浦银安盛基金经理褚艳辉看来，科
创板首日的强势表现体现了投资者对这批
高科技企业的充足信心，以及对科创板这
一新生事物给出的高溢价。他同时表示，
经历最初的情绪亢奋期，并经过一段时间
的整理和消化后，市场会逐步向基本面和
价值回归，届时科创板的长期投资价值将
会显现。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等
业界人士表示，在近几年A股成长概念投
资表现相对较弱的背景下，科创板的推出
有望令存量市场同类型行业公司再度获得
投资者的关注，从而形成“估值溢价”效应。

风险承受能力要求更高
价值判断应脱离“唯市盈率论”

定位于服务科技创新企业的科创板，
采用了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化定

价机制，交易规则、退市机制等也与存量
市场有较大差异。这意味着科创板对投
资者的风险判断和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亿信伟业基金首席顾问江明德分析认
为，创新的制度设计决定了科创板无法复
制“新股不败”神话，未来个股波动幅度也
可能显著大于存量市场。对此，投资者应
有充分认知。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发布的《科创板
制度风险防范专题研究》报告认为，市场
对于定价风险评估不足是科创板发展面
临的风险之一，呼吁在完善做空机制的同
时，加强股票破发风险的预警提示和风险
舆论引导。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则表示，
科创板实施更为严格的退市标准，并在丰
富交易类强制退市指标的同时，取消暂
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程序。从纳斯达克和
港股市场的经验来看，随着机构投资者
占比提高、市场日趋成熟，常态化的退市
机制也将成为科创板市场出清的有效
手段。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建议，
科创企业科技含量、企业发展模式都与
传统企业有所不同，投资者在对科创企
业进行投资价值判断的时候，也应脱离
此前单一的“唯市盈率论”，根据企业的
不同模式寻找到最适合的价值判断指
标，进行多维度审视、多角度验证，理性
投资、进阶投资。

新华社上海7月22日电

科创板昨日鸣锣

7 月 22日，郑州，桑拿天，在郑州自
来水公司营业处金水维修班，“短袖哥”
张威和同事们不但做了抢修，还顺道当
了把“清道夫”。

“阀门给我！”7 月 22 日上午 10 点

多，南阳新村小区东院 36 号楼 2单元表井
前，“短袖哥”张威的声音从水表井内传出，
同事洪华在旁边递着工具和阀门，配合默
契。此时的张威头在井内，身子悬在井外，
两只脚被同事邵欣、周星明拉住，防止掉入

井内。
为啥做这么高难度动作？
邵欣介绍，上午接到热线说该

单元3层西户用户阀门损坏，“短
袖哥”张威立刻带领三名组员赶
到现场，发现建筑垃圾压埋表井，
大家将表井清除后检查发现为阀
门失效，而且没有停水闸井，如果
停总阀门的话停水面积太大，时
间也长，张威这时决定带水更换
阀门，由于表井周边的垃圾太多，
清理比较困难，张威就趴在建筑
垃圾上。

随着张威的动作，井内哧出
一片水花，不到一分钟，阀门安装
完毕，此时的张威衣服已经全部
湿透。

带水作业，张威不是第一
次。2018年 1月 4日，郑州大雪
纷飞，气温骤降至零下11℃，在丰
乐路17号院一处表井内，张威身
着短袖趴在冰冷的地上，将双臂
伸入冰冷的水中抢修“堵漏”，
半个多小时后，终于确保了整
个小区居民的安全用水。这一
幕被同事拍成视频后，迅速在
网络“走红”，被网友亲切称为

“短袖哥”。
立足本职工作的“短袖哥”张

威先后获“河南省劳动模范”等众
多荣誉称号。意外走红后，张威
依然不改本色，不忘初心，忙碌在
抢修一线。

坐落于黄浦江畔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22日为举世瞩目的科创
板鸣锣开市。伴随首批25家上市
公司率先“试水”，中国资本市场
为助力科技创新吹响“冲锋号”。

出彩出彩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全省今年上半年新增
市场主体73.8万户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昨日，省市场监管局召开全省市场监
管工作座谈会，会议透露，今年上半年，我省积极推进商事制度改
革，市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截至 6月底，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达
632.2万户，居全国第五位、中部六省第一位。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推进机构改
革，着力加强市场监管，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市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出台支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4项政策措施，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4.5天，
15类省级发证产品领证时限压缩至平均 4.1天，食品类许可平均
办理时间压缩至法定时限的 50%。上半年，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
73.8万户，日均新设市场主体 4078户、新设企业 1116户。截至 6
月底，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达到632.2万户，同比增长17.9%，占全国
总量的5.5%，居全国第五位、中部六省第一位。

大力实施质量强省战略，发布河南省地方标准115项，主导和
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83项，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郑洛新）建设
稳步推进，5个技术标准创新中心（联盟）获批筹建，查处特种设备
安全案件127起，全省未发生重大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全省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3.6万
件，每万人口拥有发明专利达到 3.7件，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 69.1
万件，居全国第8位。

市场监管效能进一步提高。“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加快融合，
纳入 25大类 69个抽查事项，上半年组织两次双随机抽查，2.2万
户市场主体列为检查对象。

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
或将被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王思北）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 22日就《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对纳入失信黑名单
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将依法依规实施限制从事互联
网信息服务、网上行为限制、行业禁入等惩戒措施。

征求意见稿提出，网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互联网信息服务
严重失信主体实施信用黑名单管理和失信联合惩戒，适用该办
法。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提供、使用互联网信息服务中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相关主体。

根据征求意见稿，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有因违反
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被网信部门单独或会同有关
部门处以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撤销
许可或者取消备案的行政处罚；通过网络编造、发布、传播违背社
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信用等信息，或者故意为编造、发布、传播
违背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信用等信息提供技术、设备支持或
者其他服务，严重破坏网络空间传播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失
信情节严重等情形之一的，网信部门认定为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
严重失信行为，行为主体列入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黑名
单。对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发生较重失信行为或多次发生轻微
失信行为但尚未达到黑名单认定标准的相关失信主体，列入重点
关注名单。

征求意见稿明确，黑名单有效期一般为3年，黑名单信息发布
时限与其有效期一致。此外，黑名单主体通过主动纠正失信行为、
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等方式修复信用，并按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
关规定履行相关义务，向认定部门申请退出黑名单的，经认定部门
同意，可提前退出黑名单。

自6月29日“绿博之夜”启幕以来,绿博园景区每天都有新节
目,让郑州乃至周边城市的市民找到了放松、休闲、纳凉的好去
处。每周的周六周日晚上，绿博园还会奉上丰盛的“娱乐大餐”。
主题演出、精品美食、趣味啤酒比赛、声光电音乐喷泉、迷幻夜景、
网红喊泉、激光灯炫舞等多个娱乐项目让游客嗨翻天。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摄

我国土地二级市场
将开始全面激活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王立彬）完善转让规则、保障
交易自由、放宽抵押限制、支持民营经济，随着首个专门规范土地
二级市场建设的国务院文件印发，我国土地二级市场将开始全面
激活，有力激发要素市场活力。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司长郑凌志 22日在此间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地制度改革工作。十
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土地二级市场”。经中央同意，
2017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在全国 34个市县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试
点工作，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今年5月 29日，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建设用地
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并于近日由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这对促进一二级土地市场协调发展、加快建立城乡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郑凌志说，政府在土地二级市场中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制定
交易规则，保障公平竞争，加强服务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
失灵。为此，《指导意见》重点明确不同权能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出租、抵押的必要条件，实现交易规则统一、透明，平等保护各类市
场主体合法权益。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完善转让规则促进要素流
通、优化划拨土地转让流程、保障出让土地交易自由，促进存量土
地进入二级市场转让盘活；放宽对抵押权人的限制、大力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自然人、企业均可作为抵押权人依法办理不动产抵押相
关手续，并探索允许养老、教育等社会领域企业以有偿方式取得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设施等财产进行抵押融资；实施差别化的税收政
策，鼓励各地在地方权限内探索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政策，适当
提高土地保有成本，降低流转环节税负，鼓励存量低效土地入市流
通，真正激发市场活力。

（上接一版）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零距离”
昨日，在郑州图书馆多语种阅览室，非物

质文化葫芦烙画的传授人施二建带来了一场
生动的手工体验课。他向孩子们详细介绍烙
画的历史渊源及艺术价值，教大家从简单绘
图开始，学习葫芦绘图的基本技巧。经过老
师的讲授，不少孩子开始了创作，有的勾勒出
一只生动的小兔，有的画出美丽的花朵。

“这种‘非遗进图书馆’活动很好，可以让
大家多了解更多中国传统文化。”市民于红告
诉记者，此次活动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非遗的
独特魅力，还给古都郑州增添了浓厚文化气
息。据郑州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活动是

“手中的非遗”体验活动第一期，下一步，该馆
还将邀请更多非遗传承人进行非遗项目讲解，
并进行现场手工制作，通过互动式体验，让广
大读者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刚过去的双休日，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内人头攒动，郑州文化馆专门举办非遗
传承培训班，特邀非遗传承人志愿者刘彦军、
芦爱玲、戴茜茜、刘芳义等老师为孩子们义务
授课，手把手教孩子们学习书法、面塑、香包、
剪纸等传统技艺，带领大家深入了解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惠民演出送清风
炎炎夏日，每当华灯初上，一场场公益性

文化惠民演出精彩绽放在省会多个艺术场
馆，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到文化艺术的徐
徐清风。

6月 13日晚，随着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秦
香莲》在省人民会堂上演，2019年郑州市精品
剧（节）目演出季活动开启帷幕。在随后半个
月内，《世界交响经典与未来指挥家》《世界交
响经典之夜》、海南省歌舞团原创民族舞剧《东
坡海南》等多场公益性演出“好戏连台”，为绿
城夏日市民文化生活带来一个个惊喜。

7月上旬，由国家京剧院带来的《杜鹃山》
《杨门女将》累计在河南艺术中心、郑州艺术宫
演出 4场，吸引数千市民前来观看。为庆祝新
中国七十华诞，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今年开展了引进文化和旅游
部“大地情深”精选剧目和郑州市精品剧目演
出季活动，全部采取公益性惠民演出，以满足
群众对高雅艺术的需求。市政府已将以上演
出列入2019年郑州市重点民生实事，安排引进
文化和旅游部“大地情深”精选剧目 10台和省
外精品剧目(节目)10台，组织郑州市精品剧目
（节目）5台，全部免费为群众演出。

7月 18日晚，管城区商都历史文化区项目
工地内热闹非凡，由该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

“文聚管城 艺惠商都”2019年度文化惠民系列
活动走进该工地，为工友们送去酷暑中的凉
意。整场演出在文化志愿者带来的《中国范儿》
舞蹈中拉开序幕，独唱《我爱你，中国》点燃了
现场气氛，舞蹈、戏曲、快板等特色表演让活动
现场高潮迭起，不时博得工友们的阵阵掌声。

据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介绍，今年
年底前，将组织开展“舞台艺术进乡村、进社区”

“传统文化进校园”等主题文化活动和文化惠民
活动，组织郑州精品剧目演出季、“大地情深”精
选剧目演出等文化惠民活动，创新开展“周末剧
场”和美术展览教育等活动。

本报记者 成燕

公共文化服务
提升市民幸福感

双脚被两名同事拉着，身体悬空探入水表井

“短袖哥”张威
高难度动作抢修供水设施

本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曹俊萍

绿博园“避暑大餐”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 李京儒 通讯员 文梅
英）昨日上午，专程从中东回国救人的
王艳阳在省肿瘤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救助一名不到 1岁的血液病患者
的生命。

“起初加入中华骨髓库是为了完成
母亲生前的遗愿”，来自平顶山的王艳
阳告诉记者，在母亲重病期间，交代家
人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但最
终未能如愿，他非常遗憾，总想做些事
情，帮助别人，补偿母亲。

就在去年 5 月份的一次无偿献血

过程中，王艳阳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华骨
髓库，希望自己能够救人一命，弥补母
亲的遗愿。幸运的是，今年 3月他就得
知与一名不到一岁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
的消息。由于当时在国外工作，红十字
联系到了他的爱人刘红燕，爱人当场就
替他答应了：“我们全家都很愿意，并且
王艳阳刚刚做过体检，身体没有问题。”

王艳阳是中石化海外项目现场控
制经理，有 10 多年的海外工作经验。
公司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的
消息后非常支持，并批准他6月 27日回

国，开启“救人之旅”。王艳阳说：“没有
什么比拯救生命更重要，不论在哪儿，
我都会回来。”

当日，信阳脑外科医生梅强在省人
民医院也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救助
了一名血液病患者。王艳阳和梅强成为
我省第765、766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据了解，本周我省还将有 3位志愿
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分别是与妻子共
同无偿献血 40多次的王涛、平顶山红
十字会志愿者吕志刚、固始乡村医生
秦英伟。

漂洋过海来救你
河南汉子捐献造血干细胞拯救幼儿

张威在抢修供水阀门（视频截图）

助力科技创新
资本市场吹响“冲锋号”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