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企上市步伐提速，还源于发展质量提升。
日前，在“2020创投重庆·发现金种子”企

业评选活动颁奖仪式上，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下称深创投）西南大区负责人许翔谈
到渝企上市历程时，感触颇深。

许翔在深创投已工作15年。15年来，深
创投投资的企业中有170余家成功上市，但整
个西南地区仅有2家。期间，深创投投资的2
家重庆企业，因未达到上市条件，在上市审核阶
段被否。

“如今，随着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相
继落地，企业上市门槛降低，重庆企业上市的春
天到来了。”许翔说，“目前，我们在重庆、成都投

资的20多家企业里面，就有10多家符合注册
制的要求，其中重庆、成都各有五六家。

重庆盈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
称盈科投资）董事长于光大也透露，该公司投资
的一家重庆科技创新企业，目前发展势头良好，
已具备在科创板上市的条件，计划年内递交上
市申请。

有能力上市的重庆企业正越来越多。在于
光大看来，除了注册制带来的机遇，这种改变也
源于重庆企业自身。

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加快推动传统
企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于光
大称，“当前，相关举措的成效正日渐显现，重庆
企业整体发展质量得到持续提升，在传统行业
及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计算
等新兴行业，诞生了一批具有上市潜力的企业”。

如，新三板精选层挂牌企业新安洁，近年来
在“科技保洁”的驱动下，经营业绩稳步上升，初
步形成环卫科技产业雏形。公开的财务数据显

示，2020年前三季度，其实现营业收入5.29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10%；净利润7228万
元，同比增长100.95%。

再如，今年9月，《互联网周刊》发布“2020新
经济独角兽企业150强”榜单，马上消费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谊品弘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特斯
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家渝企同时上榜。这
表明，3家公司的发展潜力得到了业界认同。

“企业发展质量持续提升、注册制改革、地
方政府大力推动，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重庆企
业上市步伐明显加快。”于光大预计，再过2年
左右，在科创板、创业板成功上市的重庆企业会
显著增多。

大数据智能化催生一批新“种子”

□本报记者 黄光红

10月16日，浙江省2020年第44
家A股上市企业——熊猫乳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
市。至此，浙江A股上市公司数量达
到500家，占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总数
的八分之一。

上市公司数量从400家攀升到
500家，浙江仅用时3年。而此前，从
1990年省内第一家公司上市到省内
上市公司总数突破100家，浙江历时
16年之久。

3年时间上市公司数量新增100
家，浙江是如何做到的。业内人士普
遍认为，这主要归功于浙江省的“凤凰
行动”计划。

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10月，浙
江省推出了“凤凰行动”计划。该计划
提出，到2020年，争取全省境内外上
市公司达到700家、重点拟上市企业
达到300家，实现上市公司数量倍增。

“凤凰行动”计划的核心，是围绕
金融强省建设目标，以上市公司为平
台、并购重组为手段，加快企业上市步
伐，提升上市公司发展水平，促进经济
转型升级。该计划推行后，浙江省各
地从政策优惠、政府服务、资源配套等
多方面，全过程助推民营企业上市。
由此，实现了浙江上市公司数量的快
速增加。

“凤凰行动”
让浙江上市公司
3年新增100家

□本报记者 黄光红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路
元建议，企业要上市，往往离不开资本
的推动。尤其是，创业初期和成长期
的中小企业，投入多，市场规模较小，
更需要资金的支持才能取得好的发
展。因此，中小企业要主动与股权投
资机构对接，借助股权投资机构的力
量搞好生产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和规范的财务制度，为上市融资创造
条件。

而那些经营规模比较大、技术和
产品比较成熟的企业，需尽快请专业
机构协助，按照上市的要求完善公司
制度，实现公司规范运作，争取早日上
市。

另外，推动企业上市是一项系统
工程，涉及很多政府职能部门。特别
是在改制和尽职调查过程中，需要地
方政府及所属部门审批，提供相关证
明或办理相关手续。一旦某一个环
节、某一个部门出问题，都有可能延误
企业上市进程。为此，重庆应在市级
层面进行统筹规划，让各部门、各区县
拧成“一股绳”，合力推进企业上市。

渝企如何进一步
加快上市步伐

渝企上市步伐加快提速
政府引导激励
企业观念转变

注册制带来机遇

今年，重庆已有3家企业在A股上市，3家过会待发，3家递交了上市申请，16家进入上市
辅导期。未来3年，还有64家拟申报上市——

□本报记者 黄光红

10月24日，作为2020重庆国际创投大会
重要活动之一的重庆创新创业项目路演，在西
部(重庆)科学城举行。10家重庆创新企业携项

目参与路演，与IDG等投资机构对接，寻求推动
企上市及实现更好发展的助力。

无独有偶，此前的10月 16日，“2020创
投重庆·发现金种子”企业评选活动颁奖仪
式上传出消息：15 家夺得卓越之星等 3 个

奖项一二三等奖的川渝企业，将在专业机
构的帮助下筹划上市。其中，有 11 家来自
重庆。

多家渝企不约而同地筹划上市，并非偶然。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金融监管局了解到，当

前，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全市企业上市步伐正在
提速。今年，重庆已有3家企业在A股上市，3
家过会待发，3家递交了上市申请，16家进入上
市辅导期。未来3年，有意向申报上市的重点
拟上市企业共有64家。

让我们回顾一下2020年渝企上市大事记。
6月5日，我国垃圾焚烧设备龙头企业——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挂
牌上市，成为2020年重庆首家上市企业。

其后，接连传来好消息。
8月28日，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

司，成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9月21日，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在深交所中小板鸣锣上市。
至此，2020年在A股市场上市的渝企已达

到3家。

在这之后，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
行有望短期内登陆A股市场——公开信息表
明，这3家企业A股IPO已成功过会。

重庆三峡银行、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3家公司，已
递交了上市申请材料，正在向上市发起冲刺。

更多的重庆企业，则在谋划上市。

近日，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下称大
江杰信）负责人董旭刚表示，计划用4—5年时间
完成上市。“今年以来，我们多次参加上市培训，
现在正和一些投资机构对接。”董旭刚说。

而据重庆证监局官网披露的信息，重庆新
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广电数字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已分别于今年6月和9月办理
了上市辅导备案登记；新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

限公司、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于今年2月和8月，办理了在新三板精选层
挂牌的辅导备案登记。

其中，新安洁已于7月27日在新三板精选
层挂牌。按相关规定，新三板精选层企业在挂
牌1年后，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直接申请转板。
这意味着，新安洁距离上市又近了一步。

“目前，有16家渝企在进行上市辅导。未
来3年，重庆有意向申报上市的重点拟上市企
业共有64家。”市金融监管局党组成员郑凌云
表示，渝企上市步伐正在加快提速。

今年渝企已有3家上市3家过会

自1990年12月中国股市开市以来的30
年时间里，上市的渝企一直很少。

市金融监管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重庆上
市公司总数仅有75家，其中，沪深上市公司仅
有57家。这一数据，与拥有数百家上市公司的
北京、广东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省市存在巨大差
距。甚至，也不及四川、湖北和湖南等中西部省
份。

“尴尬现实的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
因——过去，很多渝企不愿意上市。”重庆工商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路元认为。

唐路元接触过很多企业，他发现，过去，很
多重庆企业对上市的观念是保守的：有的企业
负责人，看到上市后要定期披露信息，还要在诸
多方面受到监管、限制，不愿意让自己的公司去
上市；有的企业，本来有条件上市，但因老板不

愿稀释股权，也不走上市这条路。
曾经，有一家年利润上亿元的重庆民营科

技企业，吸引了某投资机构主动前去“投怀送
抱”。投资机构欲投资数亿元助其上市，实现更
好发展。出人意料的是，企业老板竟然拒绝了
投资机构的好意。

后来，该企业老板与唐路元谈及此事时，提
到了个中原因：他不想投资机构通过投资拿走
其部分股权和利润。

2018年 8月，为提升全市经济证券化水
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发布了《重庆
市提升经济证券化水平行动计划(2018—2022
年)》。目标是：到2022年底，全市境内外上市

公司数量倍增。
据此目标，我市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其中，

为激发企业上市积极性，我市围绕企业改制税
收成本高等关键问题，制定了市级企业上市财
税奖补办法——根据企业上市进程分“前、中、
后”三段，给予200万的上市补贴和不超过600
万的税收补助。

同时，通过举办培训、企业家沙龙等活动，
营造上市的良好氛围，提升企业家利用资本市
场的意识。

如今，不少重庆企业对上市充满了期待。
作为一家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传统企业，大

江杰信近年来主营业务收入的年增长率一直保

持在20%-30%。2020年，即便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公司预计主营业务收入依然将比
2019年的3.3亿元增长30%左右，达到约4亿
元。

但大江杰信并不满足于这种现状。“近几年
来，一些企业上市后业务规模实现了10倍甚至
20倍的增长，我们也想通过上市实现更好更快
的发展。”谈到大江杰信上市的动机，董旭刚如
此说。

他表示，上市可以丰富企业融资渠道，解决
公司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还可以规范企业运
营，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政府的举措起到了引导、激励的作用，让
越来越多的本地企业转变了观念，愿意上
市。”唐路元说，这是重庆企业上市步伐提速的
一个重要原因。

企业从不想上市到期待上市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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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级层面成立“企业上市工作专项小组”，各区县要组建由区县长牵头的工作专班，专题研
究推进企业上市工作1

构建良好的企业上市生态圈 五方面推动各区县企业上市

升级沪深交易所战略协议，提升重庆基地的培育服务功能。同时，推动与证监会资本市
场学院深度合作，定制分层分批、长短结合的专题培训班，形成系统化的重庆培训方案

建立市区两级拟上市资源遴选网络，形成全市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后备
上市公司三张清单，各区县主动认领，专班专人全程跟踪

2
3

成立专班成立专班
统筹推进统筹推进

深化合作深化合作
加强培训加强培训

完善储备完善储备
清单管理清单管理

紧盯工作难点、痛点和薄弱点，组织企业和中介机构召开科创板专题推进会，“一企
一策”解决核心难题，并邀请科创板上市专家来渝进行专题指导。在此基础上，积极
构建创投生态圈，催生企业快速成长4 聚焦重点聚焦重点

精准服务精准服务

将再融资工作纳入区县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内容，进一步明确目标，分解任务，督
促各区县加强对企业上市工作责任落实5 优化考核优化考核

落实责任落实责任

重庆市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下一步，重

庆将多措并举，努力构建良好的企业上市生态圈。

如，对部分“想上市”但产业规模、行业地位、

发展潜力还达不到上市标准的企业，将结合重庆

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加强排查深度和培育精

度。在此基础上，形成市场化、可持续、后劲足的

拟上市资源梯队。

对有条件上市的企业，通过完善中介服务体

系、搭建专业服务平台、引导企业规范运营、加大

金融人才的培育和引进等措施，为其提供人才支

撑及专业服务与智力支持，助其加速上市。

为激发各区县推动企业上市的积极性，形

成全市“一盘棋”的格局，我市还将从五个方面

展开行动。

文/本报记者 黄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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