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板市场适合什么样的
企业挂牌？它的功能价值如
何定位？

在证券分析师肖玉航看
来，笼统地讲，四板市场适合
中小微企业挂牌。

肖玉航认为，四板市场
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目的是促进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股权交易
和融资，鼓励科技创新和激
活民间资本。投资者收益主
要在于：一是降低投资机构
对于企业价值的发现成本，
二是降低退出成本，从而更
易获得所投企业的价值溢
价。

从硬性条件上观察，挂
牌四板市场的中小微企业应
该是还不符合新三板、创业
板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

“在中国结构性的资本
市场中，每一个资本市场的
定位与差异化较为清晰，中
小微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实
际情况来考虑上市的资本平
台。不过，由于审核制的原

因，即便企业条件足够，能够
登陆资本市场的仍然是‘鲤
鱼跳龙门’的节奏。”

显然，对于庞大的中小
微企业来说，只要企业主有
梦想，愿意通过挂牌规范企
业，或者股权杠杆的方式实
现融资做大，或者希望挂牌
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等不同
的诉求，均可以申请挂牌。

“甚至在企业属性上，不
一定股改后的股份制企业，
就是有限公司也应该能够挂
牌。”张保盈建议。

眼下，政府正在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的兴
起。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正
是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资
本平台，可以说，也是驱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
的孵化器。

从这个意义上讲，河南
启动四板市场建设，将发挥
着草根创业、技术创新的资
本加速器的引擎功能。

“在我看来，区域股权交
易市场，是创业的市场、是产

业链融资的市场、也是股权
流动的市场。”张保盈认为。

如何搅动四板市场的活
力？

张保盈认为，交易机制
是关键。目前新三板市场的
交易方式已有协议交易与做
市交易两种方式，未来竞价
交易的方式，在新三板达到
一定规模之后，或许也会落
实。

“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的
交易方式，可以借鉴新三板
的交易方式，走协议交易与
做市交易的方式，让市场发
现企业的价值。”

市场有理由期待，在资
本市场建设正迎来历史性成
长机会之时，四板市场的启
动，对于河南中小微企业来
说，正是一次加速成长的机
会。“股权融资已成为中小微
企业解决成长短板的主要杠
杆方式。四板市场为这些中
小微企业提供了这样一个融
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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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四板市场”掀开盖头
4月11日，省政府批复由中原证券作为主发起人组建中原股权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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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保盈看来，四板市
场要想有大作为，真正成为
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主渠道，
市场的运营者必须走开放的
成长路径。

“引进更多的券商与中
介机构进来，建设中小微企
业融资的生态产业链，让更
多的中介机构参与价值发
现，这是四板市场活跃的前
提。”

让中小微企业来了能够
融资，这是提升挂牌积极性
的条件。

记者观察到，上海股权
交易中心挂牌4400多家企
业，股权融资额为 48 亿多
元，债权融资17亿多元。平
均融资额度为100多万元。
这一数据显示，融资额度并
不大。“强化融资功能，必须
从融资机制建设上着力，强
化做市交易就显得很重要。”
张保盈认为。

如何解决现存四板市场
的流动性问题，同样是四板
市场运营者要着力解决的课
题。

“打通四板市场挂牌的
中小微企业与新三板市场，
让中小微企业在四板市场内
的孵化看到自己的成长性，
是中小微企业提升挂牌动力
的关键要素。”

据介绍，一些企业以转
板上市和做大做强为目标，
进入四板市场为进入其他板
市场打下基础，因为资本市
场都比较关注公司的历史沿
革，规范运作和财务的独立
性等，通过股权市场挂牌实
践，可以让企业熟悉资本市
场的运作，提前预演。不过，
当前还没有转板制度。

从运营的四板市场来
看，股权交易的流动性不足
也是问题，投资者少，导致交
易不活跃，市场运营者挖掘
优质中小微企业是一大前
提。

降低投资人的交易成
本，必须解决信批问题。

“目前看，由于其没有规
范统一的信批制度，不强制
挂牌公司公开信批，信批渠
道有限等，导致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这往往加大了投资
者的交易成本，甚至带来莫
大的风险。”而要规避挂牌企
业的道德风险，四板市场的
监管课题并不能仅仅依靠市
场运营者的自律与道德约
束。“目前看，四板市场究竟
要不要统一的信批制度、交
易制度、上市门槛、会员条
件、做市商制度等，这还没有
一个结论。”肖玉航表示。

核心提示 | 成立河南股权交易中心，标志着河南拥有了自己的“四板市场”，40万小微企业有
了股权融资的成长平台。不过，四板市场的健康运营，仍然需要市场运营者提升创新思维。

“四板市场”揭开盖头

等待，也是为了更好地
出发。

4月11日，省政府批复
由中原证券作为主发起人组
建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河南
终于有了自己的股权交易市
场，虽然来得有点迟。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成
立了33家区域性股权交易
中心，基本呈现了“一省一市
场”的组建格局。

可以说，河南组建河南
股权交易中心，是形势使然。

在宏观经济复苏的背景
之下，国家大力推进资本市
场建设的力度超出预期，这
不仅体现在催生火爆主板市
场的频发利好政策，对于新
三板市场的政策推进也可以
用加速度来形容。

事实上，河南在区域性
股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上并不
落伍，比如，河南曾打造了有

“中国纳斯达克”之称的区域

性(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
市场，只是因为“跑偏”而被
叫停。

眼下，各省市的区域股
权交易市场已经发育成型，
且有的区域市场也办了全国
性股权交易市场，比如上海
股权交易中心、前海股权交
易中心。

据了解，上海股权交易
中心挂牌企业已达4400余
家，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企业也达4000多家。

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全
国与区域内市场的竞争格局
已经形成。据了解，上海股
权交易中心在河南设立了推
荐机构，挖掘河南优质中小
微企业挂牌上海股权交易中
心。

此时，省政府批复河南
股权交易中心的组建，时不
我待的急迫心态隐现。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就是通俗的‘四板市场’，它
区别于主板与新三板市场。”
河南九鼎德盛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保盈介绍。

作为四板市场，它与主
板、新三板市场共同构建了
中国资本市场的金字塔结
构，四板市场居于整个金字
塔的塔座，处于资本市场的
基础地位。

“作为区域性股权交易
中心，它不仅为中小微企业
股权融资提供了平台，还为
这些中小微企业真正踏入更
高层级的新三板、创业板、中
小板、主板等资本市场提供
孵化功能。”

据了解，河南拥有40万
家中小微企业，它们缺少融
资渠道与平台，河南股权交
易中心的成立，则为有梦想
的企业提供了股权融资的机
会。

创业创新的杠杆平台

中原证券牵头组建

组建河南省股权交易市
场，中原证券作为发起人独
占鳌头。

来自政府的批文显示，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组建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
公 司 的 批 复》（豫 政 文
201536号）中明确指出，省
政府同意组建中原股权交易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省
政府金融办牵头，会同有关
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按照市场化运作
原则，以中原证券（中州证
券）作为主发起人，抓紧做好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组建工作。

券商牵头组建区域股权

交易市场，这并非先例。在
全国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
组建中，券商大都是主发起
人。

“证券公司的介入，使得
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运营更
加规范，也使得全国范围内
的股权交易中心，都将置于
证监会监管之下。这对监管
股权交易市场发展，显然是
有利的。”

据了解，早在2012年9
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
《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参与区
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
的指导意见》，并拟定《证券
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
场管理办法（讨论稿）》。在

这一文件中，证监会明确了
券商参与区域性市场的两种
方式：一是作为区域性市场
会员开展相关业务；二是作
为区域性市场的股东参与市
场管理并开展相关业务，因
此，事实上证券公司参与股
权交易市场，不仅可以投资
入股区域性市场交易场所，
还可开展全业务。这为券商
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
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承销和保荐业务上，
可为非上市公司提供与挂牌
推荐、定向股权融资、私募债
券融资等相关服务；在证券
经纪业务上，可为投资者提
供代理买卖服务；在证券自

健康成长的路径何在？

中原证券作为主发起人组建中原股权交易中心 资料图片

营业务方面，可买卖在区域
性市场挂牌的股权或私募债
券；在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方
面，可发行以区域性市场挂
牌的股权或私募债券为投资
标的的资产管理产品。券商
还可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创新交易方式或开展创新业
务。”肖玉航分析。

记者了解到，走在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建设前列的
齐鲁股权交易中心，相关券
商推出了募股权、私募债券、
股权质押、集合信贷等多种
融资服务措施，创新推出近
30项融资服务产品，为中小
企业提供“量体裁衣”的融资
服务，体现了券商在股权交
易市场运营中的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