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末揽存冲动难抑

超短期银行理财禁而不止

尽管监管部门已明确叫停

1

个月以下期限银行

理财产品， 但随着月末临近， 在揽存压力下部分银

行依然难抑发行超短期理财产品的冲动， 于近期发

行了多款期限为

7

天或

7

天以内的超短期理财产品。

创投机构“文”风而动

行业好戏看后头

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释放出巨大推动

力， 越来越多的创投机构 “文” 风而动。 一些较早

成立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率先俘获了不少优质文化

产业项目， 只待未来分享文化产业大蛋糕。

惠誉再发难

葡萄牙评级被踢入垃圾级

尽管欧元区国家领导人想尽各种办法试图缓解

债务危机， 但这一金融病魔依然折磨着欧元区经济

体。 就在德法意峰会召开前夕， 惠誉宣布将葡萄牙

主权评级调至垃圾级， 评级展望为负面。

促销升级

绿景集团祭出

3

年保本回购

昨日， 深圳两家都市类媒体封面齐齐刊出绿景

集团的楼盘销售广告， 与众不同的是， 绿景集团承

诺购房

3

年可保本回购。 这在深圳还是首次出现，

显示出楼房销量萎缩情况下， 营销方法有升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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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重组方案重大调整认定放宽

交易标的变更同时满足两条件，可视为不构成重大调整

证券时报记者 肖波

上市公司拟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

的交易对象、 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的，

通常应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

重大调整？ 中国证监会昨日在官网 “常

见问题解答” 栏目上给出答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 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

象、 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 构成对重组

方案重大调整的， 应当重新履行董事

会、 股东大会审议等程序。

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

案的重大调整问题， 证监会结合审核

实践， 明确审核要求如下： 关于交易

对象， 上市公司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

增加交易对象的， 应当视为构成对重

组方案重大调整， 需重新履行相关程

序。 上市公司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减

少交易对象的， 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

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

除出重组方案， 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

后按照下述规定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

调整的， 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关于交易标的， 上市公司在公告重

组预案后拟对交易标的进行变更， 如同

时满足以下两种条件， 可视为不构成重

组方案重大调整： 一是拟增加或减少的

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及

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

比例均不超过

20%

； 二是变更标的资

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

影响， 包括不影响交易标的资产及业务

完整性等。

证监会明确， 自该问题解答公布之

日起，

2010

年

8

月

2

日公布的问题与解

答 “重组预案时能否不披露交易对象？

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调整交易对象应履

行什么样的程序？” 同日失效并撤网。

根据

2010

年

8

月

2

日的问题与解

答， 上市公司在重组方案中增加或减少

交易对象应当视为对方案的重大调整，

需重新履行相关程序。 这意味着随着

23

日证监会 “常见问题解答” 的公布，

上市公司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认定有所

放宽。 业内人士认为， 这有利于提高上

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效率。

首份上市公司污染事件舆情排行榜发布

该榜由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编制，康菲石油、晶科能源、哈药股份舆情热度最高

今年以来， 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曝

出环境污染事件， 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

注。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梳理了今年

以来的上市公司污染事件， 并依据舆情

热度高低， 发布了国内首份上市公司污

染事件舆情排行榜。 其中， 舆情热度最

高前三位分别是康菲石油、 晶科能源和

哈药股份。

据了解，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依

据相关上市公司污染事件的媒体批评报

道数量、 网络转载量、 新闻跟帖评论数

量及微博讨论、 转发数量， 加权统计出

各家上市公司的污染事件舆情热度

值， 舆情热度值最高的前十家公司选

入污染事件舆情排行榜。 入选这一

“污点榜单” 的另七家公司分别为江

森自控、 华英农业、 三力士、 北矿磁

材、 江山化工、 扬农化工和恒邦股

份。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编制这一

榜单， 既是对污染事件舆情的回顾和

分析， 亦是再次提请公众关注相关涉

污上市公司的污染问题的善后进度。

研究显示， 互联网已成为环境污

染问题舆情监督的重要力量。 对各个

污染事件的舆情传播分析显示， 在上市

公司十大污染事件舆情中， 来自于微

博、 论坛等互联网渠道的舆情曝光占比

达

30%

。 而在污染事件舆情的传播过

程中， 互联网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资

本市场上， 投资者对涉污上市公司 “用

脚投票”， 导致相关上市公司市值损失，

也构成一种特殊的舆论压力。

研究还发现， 上市公司出现污染事

件舆情时， 常常采取错误的应对方式，

包括企图压制舆情扩散、 找地方政府打

掩护、 心存侥幸反应迟钝、 口头道歉拖

延了事等。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同时

对化解污染事件舆情提出几点建议， 包

括上市公司应从源头上控制污染排放、

密切关注网络与媒体意见、 及时披露环

境信息、 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等。

本次上市公司污染事件舆情排行榜

由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编制发布。 中

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由人民网、 证券时

报社、 人民在线共同发起成立， 系国内

资本市场领域首家专门的舆情研究与服

务机构。 （叶月草）

（更多报道见

A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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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重拳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建立由证监会牵头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除经批准外，任何交易

场所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方式交易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 《国务院关

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切实防范金

融风险的决定》， 从建立工作机制、 严

格管理程序、 稳妥推进清理整顿工作等

三方面， 要求各地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

门切实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和规

范市场秩序的各项工作。

《决定》称， 目前一些交易场所未经

批准， 违法开展证券期货交易活动； 有

的交易场所管理不规范， 存在严重投机

和价格操纵行为； 个别交易场所股东直

接参与买卖， 甚至发生管理人员侵吞客

户资金、 经营者卷款逃跑等问题。 这些

问题如发展蔓延下去， 极易引发系统性、

区域性金融风险， 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必须及早采取措施， 坚决予以纠正。

对此， 《决定》 明确， 各地人民政

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统一认识， 高度

重视各类交易场所存在的违法违规问

题， 从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出发， 切实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各项工作。

为加强对清理整顿交易场所和规范

市场秩序工作的组织领导， 《决定》 称

建立由证监会牵头、 有关部门参加的

“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

制度。 联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统筹协

调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清理整顿违

法证券期货交易工作， 督导建立对各类

交易场所和交易产品的规范管理制度，

完成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决定》规定， 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

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

的交易场所外， 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

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 不

得采取集中竞价、 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

式交易； 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

位持续挂牌交易， 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

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

隔不得少于

5

个交易日； 除法律、 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外， 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

超过

200

人。 （下转

A2

版）

（相关报道见

A2

、

A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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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意峰会召开 默克尔继续反对欧元债券

法德意三国领导人昨日召开会议， 市场此前预计， 在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呼声渐高之际， 萨科齐、 默克尔和蒙蒂可

能会就欧洲央行的职能展开讨论， 但默克尔 （左一） 继续反对欧元债券。 （更多报道见

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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