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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红火鲁股上市正当时

中中介介机机构构抢抢先先争争夺夺山山东东上上市市资资源源

本报记者 刘相华

一个项目三家争

任经理是某国有大型证券
公司的经理。最近，她投资的企
业准备在创业板上市了，目前企
业已经把预披露材料报送到证
监会了。“我这2年来的辛苦努力
终于没有白费。”任经理感叹。

“从开始做尽职调查那天
开始，我就把自己和企业绑在
了一起，就像养育自己的孩子
一样，百般呵护，生怕出一点点
差错。”任经理告诉记者，在山
东拿到一单IPO项目非常不易。

任经理对记者说，投资圈
对上市资源的争夺非常激烈，
手里握着钱找不到好项目的大
有人在。“山东有两大强劲竞争
对手，一家是齐鲁证券，一家是
鲁信创投，他们是本地券商和
投资机构，深耕山东市场多年，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估计八九
成的公司都考察过。如此一来，

留给我们的机会就不多。”
最近，任经理在饭局上听到

有朋友提起青岛市的一家医药企
业准备上新三板，托人多方联系
后，她计划即刻动身前往拜访。

“做这样的工作，是我求着人家，
所以要主动，要抢在别人前面，如
果你被动了，那么就真被动了。”

据一位从业5年的投资经
理所言，在企业上市这个链条
上，全省有投行资质的会计师
事务所接近100家，律师事务所
不超过10家，PE/VC已经从几
年前的10家扩展到40家左右。

去年12月，总部在北京的金
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在济南开设
了全国第六家分所。这家拥有
350位专业律师，在私募股权投
资业务、上市公司再融资业务等
领域有着丰富资源的律所，高调
宣布进军山东资本市场。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济南
分所的主任蔡忠杰，在山东法律
界打拼多年，他力促金诚同达在
济南开设分所的原因，就在于中
介对山东上市资源的争夺非常

激烈，法律服务这块大部分都被
北京的律所给挖走了。为山东省
上市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
90%都不是本土律所。

“律所少的主要原因在于，
山东离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
律所总部近，交通快捷，企业自
行联系也方便。”上述这位投资
经理说，目前山东市场上可以开
展投行业务的律所，主要有两大
类，一类是大所在山东开设的分
所，一类就是本地律所和大所合
作开设。

而在券商保荐服务这块，山
东本土券商齐鲁证券也没有占
据到绝对优势。济南一位市场资
深人士分析说，造成这种局面的
原因主要是山东省内的券商实
力明显逊于北上广，特别人才资
源匮乏。IPO开闸后，券商招聘保
代类岗位给出的年薪最高达到
80万一年，最低也有60万，而准
保代也有30-50万的年薪，像这
样的投行精英，更愿意在北上广
发展，因为那里资源更集中。

“虽然看着这些单位都是

个体存在，但是在做项目的时
候，往往采取跟投或者打包服
务的形式，彼此间既合作又竞
争，至于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
利益。”上述投资经理说。

记者前段时间在淄博采访
的时候，曾有一家做信息服务
的公司老板对记者说，公司在
和当地金融办沟通交流有上市
的想法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竟
然先后有3家投资机构打来电
话希望过来拜访，甚至有1家机
构不请自来，到公司洽谈，让这
位老板惊讶不已。

其实，不光投资机构盯着
这些优良的上市后备资源，就
是那些已经上市的公司也是虎
视眈眈。

据上述齐鲁股交中心的工
作人员介绍，枣庄的一家企业
拟在该中心挂牌，材料都已经
通过中心的预审了，却被一家
上市公司给看中了，直接花巨
资购买过去。“虽然挂牌失败
了，但是实现了间接上市，也是
不错的选择。”

这是一个红得发紫
的牛市，这是一个高效配
置资源的巨大资金池，这
是一轮资本市场被用于
推动经济转型和改革的
盛宴。在全民创业、万众
创新的大环境下，让好项
目找到钱去投资，这就是
推动新型产业发展，就是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那么在我省企业纷纷掀
起上市高潮时，券商、律
所、会计所等中介机构如
何掘金呢？

本报记者 王钊

“中国神车”的神奇魅力

本周五个交易日，作为“一
带一路”概念龙头股的南北车五
个 涨 停 完 美 收 官 ，股 价 达 到
35 . 88元/股。自4月7日复牌之后
的9个交易日，8个涨停，傲视群
雄。而在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合
并消息刚刚透露的去年9月份，
它们的股价仅为5元/股。有股民
调侃称，合并后的南北车应该改
名为“中国神车”。

截至4月17的南北车的总市
值达到9668亿元，一年的时间翻
了六倍，市值已经超越了波音公
司和西门子公司。

南北车的合并效应也让央
企改革概念股陡然升温，中字头
概念股本身相对于创业板等小
盘股而言估值偏低，随着国企改
革和股市价值回归的影响，会使
得整个中字头概念股崛起。

创业板震荡加剧

本周A股大涨而创业板指数
下跌3 . 48%，再次呈现大盘涨小

盘股跌的现象，也提醒股民创业
板的风险。

股指此番走出了一轮翻倍
行情，而创业板一直是急先锋，
其中的个股涨幅翻几番的都比
比皆是，市盈率更是平均达到近
百倍。随着创业板整体市盈率的
节节攀升，部分个股股价的虚高
已经让股民的心态发生变化。而
市盈率偏低的大盘股不断成为
投资者眼中的“价值洼地”。

15日由于受到GDP增速放
缓，新股申购，股指期货挂牌影响
A股出现大幅震荡，1796家下跌，
90个跌停，410支跌幅超过7%，跌

幅超过5%有1069个。创业板成为
重灾区，创业板指数大跌4 . 58%，
创业板股票跌停的家数达到57
只，多数为前几天的热门股。

鲁股“瑞丰高材”确实高

在4月13日到17日的五个交
易日中，山东156家上市公司中，
18家上市公司因为停牌没有交
易记录。而在交易的138家上市
公司中，股价上涨的为62家，下
跌的为76家，涨跌分化比较明
显，平均涨幅为为0 . 57%，跑输大
盘。在股价下跌的76家中，跌幅

超过10%有8家，跌幅超过5%的
有35家，跌幅最大的为位于青岛
的山东东软载波，跌幅16 . 56%。

在股价上涨的62家中，涨
幅超过10%的有19家，涨幅超
过5%的有32家，涨幅最高为位
于沂源的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瑞丰高材自2月10日
停牌之后，公司公告将定增15
亿切入以商业保理为代表的供
应链金融，受此影响4月13日复
牌之后本周五个交易日连续涨
停 ，周 涨 幅 达 到 惊 人 的
61 . 03%，堪比南北二车。

上上周周AA股股继继续续任任性性 创创业业板板震震荡荡加加剧剧

IPO盛宴，离不开投资机构、
券商、会计师和律师“四剑客”。在
后三者中，券商是主角，会计师和
律师是外包“承包商”。券商负责
全面协调，会计师负责审计，律师
负责法律事务。

投资界有个笑话非常传神地
揭示了三者的关系。“在IPO业务
中，投行负责忽悠人，而律师和会
计师就是负责告诉别人，券商忽
悠你的话都是真的。”其实，这个
笑话很真实。“70%的中介费用会
落入券商的口袋，剩下的那些才
由会计师和律师来分。”沪上一位
投资机构的刘姓投资经理对记者
说，这还没把评估、公关等费用计
算进来。

“在IPO利益链条分配上，会
计师事务所新三板业务收费是30
-40万元，主板是300万元；律师事
务所新三板的收费标准是20-30

万元，主板的费用是200万元。”刘
经理说，总体来说，新三板的上市
费用是150万元左右，主板的是
2000万元左右，如果有个别情况
需要具体讨论。

“很明显，从费用比例及结构
就能决定了中介地位和独立性。
保荐制度和IPO审批制度造成了
保荐机构、保代成为稀缺资源，律
师、会计师则不是，这就是症结。”
刘经理表示。

IPO利益链：

被“四剑客”瓜分的蛋糕

本周A股虽然在上证
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挂
牌利空影响下出现震荡
回调，但在权重股集体井
喷护盘下，大盘一路高歌
猛进，17日一度占领4316
点的高位。截至4月17日
收盘沪指报收4 2 8 7 . 3 0
点，周涨幅6 . 27%；深指报
收14149 . 3 4点，周增幅
3 . 8 4 % ；创 业 板 报 收
2 4 6 3 . 9 9 点 ，周 跌 幅
3 . 48%。A股在高歌猛进
的同时，成较量也持续放
大，已连续12个交易日成
交额破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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