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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hoice金融终端

2020年1-7月IPO过会情况表

审核结果 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 科创板

获通过 47 28 59 42

未获通过 1 1 0 0

暂缓表决 0 1 1 3

取消审核 3 0 1 2

过会率 92.16% 93.33% 96.72% 89.36%

备注

兆物网络否决

（7月）

北京新时空、

上海罗曼照明

取消审核

北京嘉曼服饰

否决（1月）

若羽臣暂缓表

决

扬州海昌新材

暂缓表决

华奥起草取消

审核

江苏艾迪药业、

天合光能、前沿

生物暂缓表决、

敏芯股份、福昕

软件取消审核

主板、中小板审核速度加快，科创板审核速度放缓

创业板审核、注册、上市工作快速推进：7月13日，创业板注册制正式开

始，当月共审核36家，除华奥汽车取消审核外，其他35家全部过会。截至

7月31日，已经有29家企业提交注册（其中12家已注册生效），8月份将

正式上市。

01 IPO审核情况

7月审核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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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IPO审核情况

兆物网络——2020年被否第二单

7月30日，A股市场迎来了年内第二家IPO被否公司。招股书申报稿显示，兆物

网络主要从事网络信息安全与大数据信息化领域的技术研究、产品开发、销售及服务，

主要产品包括网络行为分析产品、电子数据取证产品、网络安全审计产品等。公司成

立于 2008 年，设立以来便聚焦于开拓公安系统业务，积累了大量公安机关客户。

问题一：订单获取方式是否存在商业贿赂

发行人报告期销售收入主要来自公安系统。招股书申报稿显示，兆物网络的前七

大股东均为自然人，而这些股东以及公司的核心人员大部分有在北京瑞邦一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邦公司”)任职的经历。而据经济导报记者披露，福建三明

市中级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瑞邦公司承接网安支队业务时，网安支队会以购

买配套设备为由要求瑞邦公司提供“支持”。那么由此看来，发审委对于其订单获取

方式的提问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问题二：试用商品余额较大且时间较长

报告期各期末（2016年-2018年），发行人发出商品余额分别为 2,706.28 万

元、3,257.24 万元和 5,008.69 万元，期后实现销售 1,703.04 万元、1,646.02 万

元和 575.79 万元，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仅为 26.88万元、22.27万元、78.67万元。

发审委对其试用商品模式是否符合业务特点，是否和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部分试用

商品试用期大于2年的原因及合理性、适用商品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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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精选层开板

7月27日，随着32家企业的挂牌上市，精选层正式开板。但是，开板当日截至收

盘，32 只个股中只有10只收涨，1 只收平、21 只破发，平均涨跌幅为-4.37%，平

均换手率为 16.66%。新三板开板首日出现 65.6%的公司破发，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几点：

 新三板精选层投资

者门槛相对更高，

个人投资者门槛为

100万，科创板为

50万

 5%以下老股东持

有成本更低且可首

发后直接抛售交

易，博弈模式更为

复杂

 新三板精选层首发

平均 PE分别为

31.4 倍，高于A股

审批制下的23倍上

限

 网下认购热情高涨，

参与询价投资者为

保入围，一定程度提

高了公司溢价发行

水平

 首批公司网下配售

比例均值为 6%，远

高于A股各板中签

率，市场参与者以机

构投资者为主，更为

集中、理性

 受到海外不稳定因

素影响，市场进入缩

量调整状态，市场风

险偏好有所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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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月风险案例汇编（一）

涉事主体 主要事件

哈药股份

所投资的美国保健业巨头GNC受疫情影响申请破产，作为持有总
计20.49亿元可转换优先股股东，哈药股份偿还次序位列普通债
权人之后，无法得到优先清偿，投资和应收股利部分或全部无
法收回。

微贷（杭州）

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今年5月31日，微贷网对外发布退出网贷行业的公告，将于6月
30日前退出网贷业务，宣布不再经营网贷信息中介业务。7月4
日，微贷网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
局立案侦查。

康美药业

在A股市场财务造假的“双康”公司有了后续的进展。7月9日晚
间，ST康美公告称，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田先生家属的通
知，马兴田先生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公安机
关采取强制措施。

皓元医药
根据媒体报道，皓元医药存在“核心业务专利数不足”、“供
应商数据造假”、“资本运作成疑”等诸多问题。涉嫌多个专
利侵权。

富德财险

富德财险已连续两年亏损，共计7.8亿元。2019年，其资产减值
损失同比大幅飙升至4512万元。还涉及各类诉讼，仅今年前7个
月，涉及该公司的开庭公告就已达441宗，接近其2018年和2019
年的案件总和，案由以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为主。

02 风险案例库



Compliance Communication 2020/08

02 风险案例库

7-8月风险案例汇编（二）

涉事主体 主要事件

神州优车

7月31日，证监会发布关于瑞幸咖啡财务造假调查处置工作情况
的通报。通报称，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将依法对瑞
幸咖啡境内运营主体及相关责任人、协助造假及帮助虚假宣传
的多家第三方公司、两家新三板关联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予以行

政处罚。涉及瑞幸咖啡境内关联的新三板挂牌公司神州优车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氢动益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ikTok、微

信

8月6日特朗普签署的两项行政命令宣布，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
美国个人或实体与TikTok以及微信（WeChat）进行任何交易，
并规定将在45天后禁止两者在美国运营。

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全资子公司光大资本因MPS项目与招商银行、华瑞银行
的诉讼有了最新进展，上海金融法院判决光大资本向两家银行
合计支付35.16亿元，其中向招商银行支付31.16亿元，向华瑞
银行支付投资本金4亿元。

奇正藏药
7月30日，奇正藏药发布致歉公告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军于
2020年7月29日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违规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2.92万股，占其总持有量的12.4947%。

新城控股
时隔近一年，新城控股（601155.SH，简称新城）内幕交易事件
终于揭开面纱。涉及前新城董事长王振华和时任上海双菱电梯
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孙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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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诉老干妈拖欠千万广告费闹“乌龙”
6月29日，腾讯诉老干妈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广东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认

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查封、冻结被告老干妈名下价值1624.06

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等值的其他财产。6月30日，针对腾讯请求查封

老干妈公司1624万财产一事，腾讯方面对外回应表示，此事系老干妈在腾讯投

放了千万元广告，但无视合同长期拖欠未支付，腾讯被迫依法起诉，申请冻结

对方应支付的欠款金额。当日晚间，老干妈通过其官方微信发布正式声明称，

公司从未与腾讯公司或授权他人与腾讯公司就“老干妈”品牌签署《联合市场

推广合作协议》，且从未与腾讯公司进行过任何商业合作。

7月1日，贵阳市公安局双龙分局发布通报称，经初步查明，系三名犯罪嫌

疑人伪造老干妈公司印章，冒充该公司市场经营部经理，与腾讯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腾讯公司在推广活动中配套赠送的网络游戏礼包码，

之后通过互联网倒卖非法获取经济利益。随后腾讯公关自称“吃了假辣椒酱的

憨憨企鹅”，坐实被骗传闻。

【小编说】
1. 腾讯请求查封老干妈1624万财产的行为引来了公众对“南山必胜客”腾

讯的强势提出质疑，但就目前的证据来看，腾讯此行为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人
民法院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但财产保全申请
人应提供相应担保。裁定书显示，在此次腾讯的财产保全申请中，由新疆前海
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联合提供信用担保，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2. 对于腾讯这种管理非常成熟的公司来说，其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可能并不
完善。本次事件涉及合同管理流程中的合同相对方调查和合同审核两个重要节
点。合同相对方调查：一般对于首次合作的客户，业务部门和法务部门都需要
对合同相对方进行调查，以判定其履约能力。合同审核：一般合同在起草完成
后要提交给法务和财务进行审核，财务主要负责对合同的收款方式、税务条款
等进行审核，根据案件描述，腾讯在此次合作过程中没有收取任何预收款项，
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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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管政策
序号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主要内容

1
《关于修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
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

理办法〉的决定》

2020.6.22
明确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修改
新能源乘用车车型积分计算方法，灵

活调整积分考核方式。

2 《2020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2020.6.22
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新能源
汽车充电保障能力。

3
《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的通知》

2020.7.15
工信部指导，地方政府落实，车企给
予购车优惠，最高8000元，10家车企

共计16款车型参与活动。

今年我国重点部署新能源汽车板块，工信部联合相关部委一是发布“新版双积分政策”，

对2017年版本内容进行了完善和改进，有利于形成促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协调发展的

市场化机制；二是宣布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针对农村消费者的购车需求加大优

惠力度，弥补了乡村电动化建设的缺失，有望复制2009年汽车下乡效果，刺激下半年

自主品牌电动车销量增长。

二、行业技术趋势
（一）2020年6月5日，由丰田与亿华通主导，另外包含一汽、东风、广汽及北汽等四

家企业共同签约成立联合燃料电池系统研发（北京）有限公司。该公司将主要开展商

用车燃料电池系统研发工作，对“FC（氢燃料电池）电堆等的组件技术”“FC系统控

制技术”以及“车辆搭载技术”等技术开展研发工作。由此缩短从开发到产品化所需

时间，加快燃料电池车在中国商用车市场的普及。

03 新能源汽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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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7月24日，根据盖世汽车报道，奥迪与海格电气（Hager Group）在

合作研发既能带来经济激励又能更安全供电的解决方案——双向充电，亦称车到电网

（V2G）技术。这项技术将增加电网稳定性、降低电力成本、为保护气候做贡献。

（三）2020年7月28日，广汽集团举办科技日，称公司已经攻克并掌握下一代动力电

池电芯技术。广汽集团应用了新型硅负极材料技术，使得方形硬壳电芯能量密度达到

每公斤275瓦时，搭载该种电池的电动车续航里程可突破1000公里。

三、重大投融资案例

今年以来，整车企业与上游电池制造商深度合作已成为了新趋势，体现了其对新能源

汽车前景的看好。整车企业入股电池制造商，将有利于车企和电池厂商双方的绑定与

共同发展，降低新能源汽车生产成本，电池厂商上游的产业链集群也将深度受益。

03 新能源汽车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