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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4月26日电（记者 潘
清）一边是新股发行提速、“转板”通路
开启，一边是分层“升级”在即、精选层
渐行渐近。众多新三板企业正面临选
择，是“扎堆”转战 IPO，还是留在新三
板“绽放”？

作为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俗称“新三板”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于 2013 年 1 月正式揭牌运营。
截至 4 月 25 日，新三板挂牌企业已达
11111家，其中基础层和创新层企业分
别为10167家和944家。截至3月末，新
三板挂牌企业总市值接近4.44万亿元。

近期，新三板企业出现了“扎堆”
转战 IPO 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接
受 IPO 辅导的新三板企业已超过 400
家。而根据证监会披露的数据，目前
受理首发申请的600余家企业中，近90
家来自新三板。

业界分析，新三板企业热衷 IPO，
与新股发行提速密切相关。一季度共
有135家企业完成首发上市，其中包括
了拓斯达等多家新三板企业。

4月17日深交所发布工作报告，强
调“加快创业板改革，推进新三板向创
业板转板试点”。交易所伸出“橄榄

枝”，无疑给更多新三板企业提供了
“冲刺”的动力。

新三板企业渴望“转板”的背后，是
来自流动性的困扰。统计显示，今年前
三个月新三板累计成交626亿元，仅略
高于目前创业板的单日成交水平。

不过对于新三板企业日趋升温的
“IPO冲动”，一些业内人士持有不同看
法。在他们看来，在政策引领下，机制
不断完善的新三板正展现出独立发展
的良好前景，值得挂牌企业“坚守”。

在“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新
三板改革的基础上，去年 8 月出台的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强
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融资、
并购、交易等功能。次月出台的《关于
促进创业投资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也要求完善新三板的交易机
制，改善市场流动性。

继去年正式施行分层制度之后，
今年监管部门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深化
新三板改革，完善市场分层成为改革
重点。在创新层中分出精选层，降低
门槛、提高流动性，被业界认为是新三
板发展面临的又一重大机遇。

本月20日由私享桥、资本秀联合主

办的第五届中国（上海）新三板交易商大
会上，呼之欲出的精选层成为热议焦点。
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弛预计，精选层有望在2017年中亮相，
容纳约500家公司，并推行竞价交易。

“伴随对标全球成熟市场的精选
层推出，以及公募基金、社保资金、企
业年金、保险资金、银行资金等新资金
陆续进入，新三板将具备独立发展能
力。”张弛建议，面对机遇企业不妨“坚
守”新三板，努力打造自己的价值。

中科招商常务副总裁、中科沃土
基金董事长朱为绎则表示，伴随功能
的不断发挥，新三板将成为纾解 IPO

“堰塞湖”的重要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分层完善的

预期不仅有望帮助新三板“留住”优质
企业，更为其吸引更多资本的目光，其
中也包括已经登陆沪深证券交易所的
众多上市公司。

新三板投研平台“新三板智库”近
日发布的《新三板并购研究报告》显
示，一季度新三板并购数量达到73起，
并购金额超110亿元。同期，上市公司
并购新三板企业热度持续上升，占比
由去年同期的5%大幅提升至16.44%。

新华社日内瓦4月25日电（记者
张淼）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创
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马云25日在日内瓦提出关
于全球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愿景，表示
力争未来十年实现72小时内将电子商
务产品送达全世界任何地方，帮助所
有小企业跨越国界。

马云认为，未来30年，全球化和贸
易仍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方案。“如果
你的一个小公司，没有互联网，要把你
的产品卖到其他城市、跨省出售非常
困难，有互联网就容易得多。”

马云说：“没有电子支付，就不会
有电商。现在中国有 6亿个移动支付
账号。在印度，过去 2年里，我们帮助

2.3亿人在移动电话上开设了账号。”
马云表示，电子商务首先是普惠，

必须确保每一个人、每一家中小企业、
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位女性都能获得
机会；其次是可持续性，如果电子商务
不能够持续，那么经济也将无所归依；
最后，电子商务需要快乐和健康，企业
家应该变得快乐和健康。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吴雨）中
国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王素珍 26日表示，
去年银行卡取现金额 65.5 万亿元，首次出现
负增长，银行卡消费金额增速持续下滑。这
意味着，新兴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快速普及对
银行卡直接消费，尤其是现金支付构成冲击。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支
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2017）》显示，2016年银
行卡取现 179.98亿笔，金额 65.5万亿元，同比
分别下降 2.3%和 10.46%。与此同时，银行卡
消费业务 383.29亿笔，金额 56.5万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32.03%和2.72%。

“银行卡消费金额增速已经连续三年快
速下滑，取现业务甚至出现负增长。”王素珍
说，这一方面因为银行卡大额消费交易增长
乏力，银行卡笔均消费金额已从 2015 年的
1895元降至 1474元；另一方面是以条码支付
为代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快速普及，对银行
卡直接消费尤其是现金支付构成了冲击。

我国互联网支付快速发展，2016年我国商
业银行共处理网上支付业务461.78亿笔，业务
金额2084.95万亿元。支付机构共处理互联网
支付业务663.3亿笔，业务金额54.25万亿元。

王素珍表示，从处理金额看，银行机构仍
保持主导地位，笔均业务金额 4.52 万元。但
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数量优势明显，业务金
额量增速遥遥领先，同比增长124.27%。

此外，报告显示，支付业务持续由电脑端
向移动端迁移。2016年国内银行共处理移动
支付业务257.1亿笔，金额157.55万亿元；支付
机构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 970.51 亿笔，金额
51.01万亿元。

IPO提速 精选层行近

新三板企业何去何从

银行卡取现业务

首次出现负增长

新华社上海4月26日电（记者 潘清）承
接前一交易日反弹势头，26 日A股继续温和
收升，两市成交也放大至逾4300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 3132.92点小幅低开，早
盘下探 3131.42 点后开始震荡回升。触及
3152.95点的全天高点后，沪指在红盘区域窄
幅波动，尾盘收报 3140.85 点，较前一交易日
涨6.28点，涨幅为0.20%。

深证成指收报10204.84点，涨39.62点，涨
幅为0.39%。

创业板指数表现相对较弱，微涨 0.09%后
以 1820.48 点报收。中小板指数收报 6640.80
点，涨幅为0.71%。

沪深两市 1800多只交易品种上涨，明显
多于下跌数量。不计算 ST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 50多只个股涨停。沪深两市又有 3只新
股登台亮相，首日涨幅均为约44%。

行业板块方面，上涨数量居多，但总体表
现平淡。供水供气、建材、电子、汽车、贸易服
务板块涨幅超过1%。酿酒造酒、运输物流、通
信等板块逆势收跌，不过幅度都不足1%。

沪深B指涨跌互现。上证B指涨0.42%至
335.11点，深证B指跌0.37%至1127.25点。

与前一交易日不足 3900 亿元的总量相
比，当日沪深两市成交明显放大，合计突破
4300亿元。

A股延续反弹

两市成交同时放大

马云：力争72小时内将电商产品送达全世界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高亢
张辛欣）工业和信息化部26日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信息显
示，我国4G用户增速持续攀升，一季度末
总数达到8.36亿户，平均每个用户单月
手机上网流量，由去年底的1G，已增加至
1.28G，移动流量数据保持较快增速。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
表示，深入推进提速降费工作将进一

步推动我国高速宽带普及。一季度，
我国固定宽带用户数稳步增长，目前
已经达到 3.1亿户，其中近 80%的用户
已使用光纤宽带接入，82.8%的用户使
用20兆及以上的宽带产品。预计到今
年年底，全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将
达到 63%，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到
75%，超过 85%的固定宽带用户将使用
20Mbps 以上的宽带接入服务，超过

50%的用户网速将达50Mbps以上。
据闻库介绍，今年工信部将联合国

资委开展“深入推进提速降费、促进实体
经济发展2017年专项行动”，包括加大
电信基础设施投入、深挖宽带网络降费
潜力、鼓励宽带应用融合创新和优化提
速降费政策环境四个方面的17项具体
工作任务。进一步扩大光纤网络覆盖，
同时扩大4G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4G用户已达8.36亿户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高
健钧）中国移动26日召开“2017年降费
行动计划新闻通气会”，宣布将从 5月
1日起全面下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漫游资费。

据介绍，漫游资费优惠政策覆盖
“一带一路”沿线 64个国家和地区，国
际漫游语音资费将下调至 0.99 元/分
钟。其中53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漫游
流量资费调整为 30 元/60 元/90 元三

个档位的包天不限流量资费。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市场部副总经

理包建益表示，经过与相关国家运营商
的谈判，以及两个月的试运行后，中国移
动已经具备下调漫游资费的条件。下调
漫游资费可以更好地支持我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建设。
下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漫游资费是中国移动将在今年 5月推
出的七项降费举措之一。

据介绍，为推动“互联网＋”深入
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给广大
客户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国移
动还将大幅下调国际长途直拨资费；
推出“速率倍增行动”，大幅下调互联
网专线资费；推出“小微宽带”特惠产
品，满足小微企业需求的价廉质优特
色宽带产品；推出全网流量“任我用”
资费；推出系列流量优惠活动；推出

“任我看”视频流量优惠包活动。

中国移动宣布5月1日起

下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漫游资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