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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平菁

资讯

2012年 12月 16 日，品今控股集
团 2012年度大型投资报告会在北京天
伦王朝酒店盛大开幕。本次大会由品今

控股集团主办，来自投资领域的国内知

名开发商、运营商、平台商、终端客户和

投资者汇聚一堂，走进品今，了解品今。

本次报告会，是见证品今飞跃发展

的一次盛会。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全国

政协委员刘吉，商务部原副部长王文

东，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程法光，国

际商报社党委书记管延斌，华夏银行北

京分行安定门支行行长刘跃军，品今控

股集团董事长、北京品今贵金属经营有

限公司总裁陈硕罡等领导共同见证了

2012年品今的飞速成长。
时至今日，品今已在全国各地拥有

300余家分支机构及合作伙伴，投资业
务实现多元化、专业化态势，旨在为广

大投资者提供广阔的投资选择。品今控

股集团下设北京品今贵金属经营有限

公司、北京品今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品

今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子

公司。经营范围涉及金融投资、软件技

术、市场调研等技术支持。其中，金融投

资主要是拓展与开发新型投资方式，打

破传统投资的定向趋势，实行“蓝海战

略”，研发新的投资型产品。软件技术主

要是针对金融市场进行开发，研发独立

品牌的网上订货系统、分析系统等金融

软件应用，学习国内外先进投资软件技

术的成功经验，提升本土金融软件市场

应用水平。市场调研时协助金融机构进

行金融市场调查、客户资料收集、金融

产品收益分析等金融信息服务。此次报

告会，将广大合作伙伴及投资者汇聚一

堂，引领大家走进品今，认识品今，了解

品今。

为了使广大投资者对投资领域有

更为深刻的认识，集团特邀从事资本市

场投资近 15年，对各项投资工具有独
到的认识和经验，也有着丰厚的投资战

绩，同时受邀于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

上海卫视等各大媒体，深受投资者欢迎

的资深投资讲师孙明为广大投资者做

“让理财指引你的人生”的精彩投资理

财报告。

此后，大会主办方品今集团为与会

来宾奉上了一场视觉盛宴———沙画表

演。在大屏幕上画面随着画师的手勾画

出品今发展的一步一步，使人感慨于品

今的今天来之不易，明天更是充满希

望。

本次报告会的重头戏是由品今控

股集团研究中心主任，知名分析师，和

讯、腾讯财经、金融界等知名网站特约

撰稿人，和讯黄金沙龙路演专家吴垠，

通过“什么是白银”、“为什么投资白

银”、“如何投资白银”、“为何选择品今

投资白银”这四个问题的阐述，深入介

绍了品今的集团业务和优势，将本次报

告会推向高潮，引起与会人员对白银投

资的关注，大大激发了与会人员的投资

热情。

吴垠在报告中为投资者详尽介绍

了在国际宏观大背景下的品今集团、公

司的产品业务以及相关的投资分析。两

位投资理财领域专业人士的精彩报告

引得现场气氛跃跃欲试，在专业的投资

顾问为与会投资者做专业指导之前，为

了答谢投资者的莅临，大会安排抽取

30位幸运来宾，奉送品今金玫瑰和品

今银条，现场由陈硕罡亲自抽取幸运来

宾。

最后的投资解答时间将大会气氛

推向高潮，品今的投资顾问为到场的投

资者提供专业的投资理财咨询服务，讨

论声、热议声久久不断。现场售出金、银

摆件百余件，众多投资者均表示将时时

关注品今并长期维持与品今的联系。

报告会后，多位投资者表示，很高

兴参加这次会议，在聆听专家专业分析

的同时与业内同行共议投资前景与发

展，品今在此开了个好头，希望以后这

样的报告会能成为常设会议，定期举

办，各公司企业投资者均可借此机会相

互了解、切磋，共同将中国金融业推向

更高水平。

456门槛正式取消A股 IPO堰塞湖有望解压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在境内企业境外上市条件即将放

宽的消息发布一个月后，近日，相关政

策终于正式出炉。

12月 20日，证监会公布《关于股
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报

文件及审核程序的监管指引》，进一步

放宽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的

条件，简化审核程序，提高监管效率。

这意味着，持续 13年的境外上市
“456”门槛成为历史。

或分流 A股
根据上述指引，境内公司可自主

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境外发行股票和上

市申请。同时，取消 1999年发布的净
资产不少于 4亿元人民币、5000万美
元筹资额和税后利润不少于 6000万
元人民币（即行业俗称的“456”）等硬
性指标。

此外，公司申请境外发行股票和

上市的，在收到证监会行政许可核准

文件后，可向境外证券监管机构或交

易所提交发行上市正式申请；公司应

在完成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后 15个
工作日内，就境外发行上市的有关情

况向证监会提交书面报告。

分析认为，证监会此举将吸引相

当数量的 A股排队企业赴海外上市，
对分流 A 股 IPO 将起到积极推动作
用，将缓解内地股市的融资压力，从而

促进中小企业融资。

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桦认为，

证监会放宽企业境外上市条件，意

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融资的需

求，为企业提供了更方便的融资渠

道，并分流当前 A股上市企业的数
量。同时，当前 A股排队上市的企业
众多，并几乎都满足境外上市的标

准，证监会此举也能分流 A股排队
上市企业。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目前

我国 IPO在审企业已经超过 800家，
而按照以往每年上市约 200家计算，
800多家企业需要 3至 4年才能如愿
登陆资本市场，这其中还不包括未来

几年新申请的企业。针对这种 IPO“堰
塞湖”现象，有权威人士建议应该降低

企业境外上市门槛，为企业提供便利

的境外融资通道，及时为 IPO拥堵分
流。

从财务指标来看，目前排队的

800多家拟上市公司绝大部分均符合
境外上市标准，已经有部分 A股排队
企业与监管层沟通，拟转向境外融资

渠道。

一位正筹划海外上市的 LED企
业上市办负责人告诉记者，照目前形

势，许多 LED企业未来几年很难登陆
A股市场。如果 IPO迟迟不开闸，公司
计划投资项目很可能打水漂。“这一

次，证监会降低境内企业境外上市门

槛，对于我们这些急于资金支持的

LED企业无疑开了一扇窗。在仔细研
读这项新政后，我们很可能会从 A股
市场转移，向香港等资本市场进军。”

光辉光电证券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直

以来，公司都欲在资本市场有一番作

为，融资后改进技术、扩大市场。但苦

于 A股市场条件苛刻，且拟上市队伍
众多，公司难有作为。现在海外上市

门槛降低，无疑为像他们这样的中小

民营企业创造了非常好的机遇。

未来：谨慎乐观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我国企业境

外上市逐年下挫。以香港为例，2010
年，在港 IPO中资企业数量为 71家，
2011年则降至 45家，今年前三季度
只有区区 29家，还不到 2010年全年
的一半。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境外上

市政策放宽的背景下，则是国内企业

最为青睐的香港股市近期回暖，港股

IPO数量有所增加。
对此，业内专家认为，此举将为规

模相对较小的民营企业直接赴境外上

市提供便利，特别是在香港申请发行

H股。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门槛若大
幅降低，必然会引发内地中小企业赴

港上市潮。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了谨慎

的乐观。

某知名 PE机构姚经理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境内企业

境外上市条件放宽无疑是对国内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松绑，但由此引发内

地企业到香港上市潮可能性不大，且

前景并不会一帆风顺。

姚经理告诉记者，首先，香港与 A
股市场有所不同。近两三年来，A股市
场中小型股票估值高企，市盈率达到

40倍以上都较为常见。比较而言，境
外资本市场市盈率都较低，如香港市

场大批中小型股票的估值都只有几

倍。“对中小企业而言最希望的是融到

更多的资金，而赴港上市发行费用相

对昂贵，两相比较，赴港上市未必经

济。”

据悉，近期市场不断有一些境外

上市的企业欲回归 A股重新上市的传
闻。

CNS供图

与会者认真聆听品今报告会内容

品今研究中心主任吴垠为投资者做投资报告

品今集团大型报告会服务投资人
次报告会，是见证品今飞跃发

展的一次盛会。时至今日，品今

已在全国各地拥有 300余家分
支机构及合作伙伴，投资业务

实现多元化、专业化态势，旨

在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广阔的

投资选择。

沙画表演———一场品今的视觉盛宴

本

工银瑞信获卓越固定收益投资团队奖

近日，2011—2012年度中国卓越金融奖在深圳揭晓，近
年来在固定收益投资领域尤为突出的工银瑞信在此金融盛会

上荣获年度卓越固定收益投资团队奖，并成为该单项奖的唯

一获得者。这是继《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业内权威媒

体为工银固定收益团队多次颁发“金牛债基”、“债券投资回报

奖”等殊荣后，工银瑞信在固定收益领域再次得到业内肯定。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30日，工银瑞信旗下 6只债基
（A/B份额分开计算）位居同类前十。
平安银行首推供应链金融服务品牌

日前，复旦大学-平安银行供应链金融工作室成立仪式暨
平安银行供应链金融 2.0 发布会在上海举行。“供应链金融
2.0”是平安银行继 2009年推出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以来，首
次以全新的理念推出的服务品牌。据平安银行对公产品与现

金管理部总经理金晓龙介绍，截至 2012年 11月底，已有 150
多家大企业采用平安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支持 3400家
上下游配套企业获得供应链融资。

乐视盒子颠覆产业盈利模式

日前，乐视网联合央视播控平台推出行业首款 1.5G双核
3D云视频智能盒子 C1，这款拥有 1G内存、安卓 4.1智能操作
系统、基于大屏交互体验的 LeTV UI系统、超强解码能力、杜
比音效认证、支持 1080P 超清播放、DLNA 和 Airplay等功能
的顶配智能机顶盒，采用颠覆式的“0+399元”价格策略，近日
免费发放工程机，并将随后正式发售产品。业内人士认为，乐

视在机顶盒领域首创的 0元赠机策略，或将掀起家庭普及风
暴，引发客厅革命。此外，依靠乐视生态系统优势，乐视将颠覆

产业的盈利模式。

日前，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安全公司奇虎 360发布了 360
企业版 4.0版本，提供系统安全、企业软件管家、硬件资产管
理三大核心组件，同时为企业内网提供最高级别的安全防护。

据 360企业版负责人邓振波介绍，新版本独创了企业白名单
技术，提供了智能化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企业 IT 人员可以
自定义软件白名单，在确保内网安全的同时，提高了内网软件

与 360安全软件的兼容性，有效降低了企业信息安全防护的
管理成本。据悉，360企业版终端安装数已超过 1000万，为近
42万家企业提供安全服务。

奇虎 360发布升级企业版 4.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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