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时报记者 张哲 程俊琳

目前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讨论，

大多集中在新股询价层面。 作为首家

对新股询价高挂 “免战牌” 的公募基

金公司，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在此

方面做了长期深入的探讨和思考。 证

券时报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该公司董

事长郑安国。 他认为， 目前对询价的

讨论还只是 “术” 的层面， 新股发行

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 “道” 的问

题， 而不是局限于新股询价等技术环

节的探讨。

公司治理水平

是公司能否上市的根本标准

证券时报记者：

您说的新股改革

解决之

“

道

”，

该如何理解

？

郑安国： 为了这次采访， 我找出

了自己

1996

年所写的一篇建言当时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文章， 发现在我

写那篇文章之前就已有五种新股发行

方式， 可见新股发行的 “术” 从来就

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 而更为根本的

是 “道” 的问题。 要解答这个 “道”

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回答： 什么样的

公司才能成为上市公司？ 新股的 “三

高” 现象让大家怨声载道， 很多人觉

得财务指标是公司上市的重要标准。

我的意见是， 公司治理水平， 而不是

财务指标， 才是公司能否上市最根本

的标准， 也是决定上市公司能否给投

资者带来回报的关键。 只有公司治理

水平高的公司才有资格成为上市公

司。 如果公司治理问题解决了， 投资

者投资上市公司获取回报只是时间长

短和收益大小的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

不过

，

公司治理

水平的高低

，

很难用量化指标来衡量

。

郑安国： 确实。 高水平的公司治

理， 首先需要时间的沉淀。 如果有一

个成熟的公司治理文化环境， 上市公

司整体公司治理水平就会比较高。 但

很可惜， 这方面我们和西方成熟市场

相比差距很大。 国内新上市公司， 早

期以国企为主， 大家都是突击改制成

为公司； 现在新上市公司原来大多是

家族企业， 同样也是经过闪电般改制

包装上市。 我们做过统计， 现在创业

板的上市公司从改制到上市平均只有

三年左右时间， 而美国

2007

年到

2011

年间上市公司在上市时平均成

立时间超过了

9

年。 无论是过去的国

企还是现在的民企， 在改制后的短短

三五年时间里要真正完成从一个普通

企业向公司的转变， 这都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

证券时报记者：

目前公司文化在

中国较为欠缺

，

公司制度缺乏时间积

累

，

在这种大环境下

，

指望全部新生

公司马上就都达到很高的治理水平现

实吗

？

郑安国： 公司制之所以是一个伟

大的制度， 是因为它解决了委托代理

关系下保护股东利益的问题。 一个企

业真正成为公司， 不仅是名称的简单

改变， 而是要建立起一整套相互制

衡、 有效运作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体

制， 这包括股东会制度、 董事会制

度、 财务稽核制度等。 更为重要的

是， 这些制度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

字， 而是能够在现实中顺畅运作的机

制。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公司股东行

使权利的基础， 也是股东利益得到保

障的基础。

在公司制历史有限的情况下， 我

们首先要承认 “中国有很多好的企

业， 却没有很多好的公司” 这个现

实。 比如， 我们知道银行和地产都是

大家公认的高回报行业。 但刨除四大

行， 上市银行历年分红总额只占其融

资总额的

35.07%

， 上市地产公司历

年分红总额只 占 其融资总额的

19.91％

（汇金有强制要求四大行分

红的要求， 因此四大行分红比较多）。

又比如， 一些

B

股公司现在股价跌

破了净资产， 这时对股东最有利的选

择应该是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股

票， 但现实是这些公司却宁肯动用自

有资金再去外面找新的投资项目。

我们回头看看， 截至

2011

年底

A

股上市超过

3

年的公司共

1590

家，

其中

512

家进行过或者筹划过重大资

产重组， 占比

32.2%

； 上市超过

5

年

的公司共

1387

家， 其中

488

家进行

过或者筹划过重大资产重组， 占比

35.2%

； 上市超过

7

年的公司共

1307

家， 其中

471

家进行过或者筹划过重

大资产重组， 占比

36.0%

。 这说明了

不少上市公司在上市时就存在着治理

方面的问题， 也说明了其治理水平需

要时间检验的必要性。 这个问题如何

解决？ 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 首先需

要时间的沉淀。 比如可口可乐

1950

年就上市了， 但巴菲特

1988

年才首

次投资可口可乐， 成功的投资应该像

巴菲特一样多一些耐心。 如果没有足

够时间的沉淀， 那至少要给投资者足

够的时间来考察一家即将发行新股的

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近期监管层已经

将

IPO

预披露时间延长到一个月左

右

。

您觉得一个月的时间是否可以让

投资者深入观察企业

？

郑安国： 我们可以通过新股发行

制度改革， 让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观

察一个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最后让

那些治理水平高的公司上市。 我觉

得， 现在新股发行数量多、 覆盖面

广， 华宝兴业这样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都很难一一充分了解， 所以才暂停了

参与新股询价。 那么公众和媒体要想

充分了解一家拟上市公司是否需要更

多时间？ 我建议可以将

IPO

预披露

时间进一步延长到

3

个月甚至更长的

时间， 并且鼓励公众和媒体举报新股

发行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为公众和媒

体监督新股发行提供更好条件。

我建议对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及

高管的诚信记录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和征询。 我们常说 “小时偷针， 大时

偷金”， 这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同样适

用。 对有违法违规记录的股东参与的

公司， 即使其不是主要投资人， 也应

拒绝其上市。 现在对基金券商的股东

和高管的监管非常严格并且已经建立

一整套完整的培训和考核机制， 但对

上市公司高管这方面的要求还有差距。

值得强调的是， 新股发行节奏应

该严格控制， 不宜过于密集。 这样才

能保证新股发行和上市有一种神圣

感。 不能一提控制就认为是改革的倒

退， 因为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确实没有

那么多好的 “公司”。 我建议新股的

发行可以考虑采取类似差额选举的总

量控制办法， 即每年预先公布符合上

市条件的拟上市公司中可上市的比

例， 比如

80%

。 也就是说每年从符

合上市条件的拟上市公司中再优选

80%

的公司完成上市， 其余拟上市公

司则顺延至下一年再参加

PK

。

严格约束大股东、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是核心

证券时报记者：

您觉得新股发行

制度改革的原则应该是什么

？

郑安国： 每一次制度的改革都难

免会有时代的局限性。 我们曾经对

2005

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充满期

待， 以为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了， 大股

东和中小股东就能心往一处想、 劲往

一处使。 但现实是股权分置问题解决

后， 有些大股东新股刚上市就急着跳

车， 让上市公司变成了无人驾驶的疯

狂赛车。 现在看起来， 让大股东和中

小股东利益一致还真不是能够毕其功

于一役的事情。

回到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我们需

要厘清一个根本问题， 那就是： 改革

要保护什么人的利益？ 我们新股发行

制度改革的核心原则， 只能是通过限制

大股东权力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中

国证券市场已经解决了股权分置， 但股

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大股东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就必然一致了。 在公司

制的企业形式下， 大股东较中小股东拥

有能力、 资金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优势。 在

全流通之后， 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惩罚

措施， 大股东可以从造假欺诈和内幕交易

等违法违规行为中获取惊人的巨大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更加严苛地约束大股

东， 才能有效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我们做过统计，

2010

年至

2011

年

两年内，

A

股共上市

638

家公司， 其中

277

家在这两年内出现高管离职， 占比

43.4%

。 其中中小板上市

322

家， 有

141

家在这两年内出现高管离职， 占比

高达

43.8%

； 创业板上市

249

家， 有

112

家在这两年内出现高管离职， 占比

更高达

45%

。 这种情况， 可以说是全

流通下大股东失去严格约束所致后果的

一次集中爆发。 你就很难怪投资者像买

彩票一样去炒新股。 如果严格约束大股

东的问题不解决， 股票发行其实还不如

彩票发行， 因为彩票发行怎么说还有公

证机构监督。 目前新股发行爆发的一些

问题， 充分说明我们在股权分置改革之

后还迫切需要推进一次 “二次股改”，

而 “二次股改” 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大股

东及内部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 这些约

束应该是涵盖信息披露、 赔偿责任和买

卖行为等各方面的。

证券时报记者：

上市公司董事

、

监

事及高管在套现过程中屡屡被质疑涉嫌

内幕交易等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

为

，

对此该如何应对

？

郑安国： 我们建议可仿效海外成熟

市场的做法， 拟上市公司高管 “承诺

函” 或沪深交易所 《上市规则》 中规

定： 公司董、 监、 高任期内或辞职减持

套现的， 不管比例多少

(

不再以

1%

为

限

)

均应提前

1

个月公告减持决定， 公

告期满后方可在公告所列的减持期间内

在二级市场出售其解禁股份， 或公告废

止该减持决定； 上市公司高管减持后三

个月内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

如

60%

以

上

)

的， 相关上市公司及高级管理人员

应于相关财务报表披露时， 同时发布相

关减持交易不涉内幕交易的澄清公告，

澄清公告最后应载明相关高管如果被认

定涉内幕交易所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负担

方式， 如对投资者损失的民事连带责任

等。 相信这样的信息披露制度， 一可以

为投资者投资提供参考， 二可以为将来

发生争议时或有关部门进行相关监管时

提供重要依据。

对于新股发行中经过认定的违法违

规行为， 我们必须加大处罚的力度。 这

方面我们甚至都不需要新的法律， 因为

新股发行中违法违规行为所涉及的金额

甚至已经超过很多重大的贪腐案件和民

间非法集资案件， 而其性质也是相同

的。 国内法律规定对贪腐行为和民间非

法集资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 有关人员

被处于极刑的也是时有所见， 对于新股

发行中存在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也需要

同样的处罚力度。 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

惩罚的对象必须是大股东和高管， 而不

是上市公司。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手段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才是目的

证券时报记者：

这两年新股发行超

募情况非常严重

，

2010

年沪深两市超

募 资 金 达 到

2194

亿 元

，

2011

年 为

1278.15

亿元

。

新股发行改革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

？

郑安国： 计划外募集到的资金非常

容易诱发上市公司乱投资的冲动， 也容

易引发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违法行为。

这么大的超募规模如果缺乏有效运用，

反而会导致公司上市后的净资产回报率

明显下降， 超募反而成了一个上市公司

开始走下坡路的起点， 而股价自然也会

随之做出反应。 我们看到，

2011

年

A

股市场共有

282

只新股上市， 其中

199

家跌破发行价，

282

只上市新股以发行

价和年末收盘价计算的平均收益率

为

-9.15%

。 这和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

值的中国证券市场改革思路背道而驰。

直接融资超前发展的另一个后果，

就是可能对目前国家坚持的宏观调控造

成负面影响。 根据一般经验， 直接融资

金额产生的实际货币增量一般要算上

3

倍的杠杆。

2010

年

A

股市场首发、 增

发、 配股募集资金总规模为

9299.32

亿

元， 而

2011

年为

6413.62

亿元， 算上

杠杆这两年通过直接融资增加的货币量

分别是

27897.96

亿元和

19240.86

亿元。

实际上， 大小非和上市公司高管的减持

和存量发行股票性质相同， 也会带来货

币增量。

2010

年和

2011

年我们

A

股大

小非和上市公司高管减持的股票金额分

别达到

936.50

亿元、

872.91

亿元。 如

果这些资金的流向不是真正需要发展资

金的有竞争力的实业企业， 就可能影响

到我们推动经济转型和大力扶持实业发

展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证券时报记者：

在市场资金趋紧的

大前提下

，

为何会出现上述现象

？

郑安国： 很多观点在谈到中国金融

改革时， 总是非常强调推动提高直接融

资比重， 但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观点，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不应该是目的， 而是

为市场提供合格的可投资品和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的手段。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目前缺乏公司文化、 缺乏治理水平高的

公司制企业、 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 在

这种情况下， 直接融资的超前发展反而

会导致资源配置出现巨大的浪费和黑洞。

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企业上市前连

一个股东的利益都保护不了， 上市后却

能够保护一群股东的利益。 因此直接融

资要大力发展， 但也不宜超前发展。 在

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上， 我们已经

开始强调以经济发展质量来代替单一的

GDP

增长指标。 在直接融资这个问题

上， 我们也应该将直接融资的回报质量

列入衡量工作成败的指标之中。

证券时报记者：

如何解决上市公司

资金超募问题

？

郑安国： 我们建议， 监管层应该在

市场和公司两个层面上对融资规模都实

行严格控制， 即严格控制每年上市公司

融资总规模和每个上市公司的融资规

模。 确定每年上市公司融资总规模后，

优秀的拟上市公司就会在竞争中脱颖而

出， 率先完成上市。 在个别公司这个层

面， 对发行价格高导致超募的新股， 可

以明确要求其相应减少发行股份数量，

其融资规模严格不应超过招募说明书规

定的数量。

未来新股发行形式

应以可转债为主

证券时报记者：

您

2010

年就提出

新股发行方式应以可转债为主

，

可否具

体介绍一下您的想法

？

郑安国： 其实不少人对直接融资一

直存在一个误区， 股票融资是直接融

资， 包括可转债在内的公司债券融资同

样也是直接融资。

2011

年， 我国公司

信用债融资总额为

1241

亿元， 在当年

公司直接融资总额中占比约

16％

。 同

期美国市场公司债券融资总额为

1.01

万亿美元， 在公司直接融资中占比约为

80%

。 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公司债券融资

亟待大力发展。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公司

治理水平还亟待提升的市场上， 通过可

转债来完成新股发行， 既可以满足企业

的资金需求， 又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真正

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改善投资回报和

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作为工作的重点。

我的具体建议是可以强制推行发行

可转债的新股上市制度， 即要求以后新

股上市之时， 采用带有三年转股权的可

转债方式募资而非直接股票发行的形式。

这样在三年之内， 二级市场投资者有充

分的时间通过观察公司的实际表现来决

定是否转股。 如果公司业绩大变脸的话，

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债券到期， 等待公

司还本付息。 如果公司的确如招募说明

书中一样实现了高增长的话， 投资者可

以再择机转股， 转股价通过询价决定。

证券时报记者：

这种发行方式对投

资者有哪些好处

？

对推动我国证券市场

改革发展又有何好处

？

郑安国： 大股东募集到的资金必须

如同其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那样用于公

司发展， 只有公司实现了高增长， 这样

募集到的资金才可能转换成长期股权，

否则三年后大股东将面临着交还募集资

金给投资者的风险， 如是可以确保大股

东的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而不是圈了钱就万事大吉、 不思进取。

我个人觉得， 未来的

A

股上市公司，

尤其是中小公司， 应该有一半以上甚至

是

80%

的公司是通过发行可转债上市。

如果我们的新股发行改为以可转债

为主， 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突破目前中

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僵局。 目前， 中国债

券市场的监管呈多头格局， 发改委主管

企业债， 证监会主管公司债， 央行则主

管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 历史原因形

成的市场割裂， 导致我国债券市场目前

面临着低效运行、 发展严重滞后的困

境， 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实际

需要。 比如日本政府在去年

12

月宣布

将在今年申请购买

100

亿美元的中国债

券， 今年

1

月份刚获得

QFII

资格的韩

国央行也表示今年上半年计划买进中国

国债。 泰国央行和尼日利亚央行也已明

确计划投资配置人民币资产， 相信债券

品种将是海外央行这样的保守投资人偏

爱的品种。 然而一个问题是， 中国债券

市场发展的滞后却让这些海外投资者们

面临着无债可买的困境。 我相信， 如果

我们的新股发行改为以可转债为主， 就

可以为海内外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

场提供极其丰富的选择， 极大地推进我

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渐进式推进整体市场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

您前面谈到认为目

前讨论新股询价等环节问题属于技术层

面

，

该如何理解

？

郑安国： 正如治理腐败这个难题一

样， 在运动反腐手段退出、 法治反腐手

段尚待完善的过渡阶段， 腐败会有一个

多发的阶段， 仅靠技术性的调整也很难

彻底改观， 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只能靠进

一步深化改革。 在证券市场上， 我们现

在面临的问题很相似： 股权分置解决

了， 但公司治理这一根本问题还没解

决， 直接融资却已经超前发展， 在这样

的情况下单独去推进新股发行制度一些

技术层面的调整恐怕很难治本。 这就需

要我们通过渐进方式去推动整体市场改

革， 而这种改革的核心是阳光化和市场

化。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的改革不仅要

穿上阳光化和市场化的外衣， 更要真正

引入阳光化和市场化的精神。 相反， 如

果整体市场改革推进力度不够， 新股发

行制度改革的单兵突进可能又会面临新

的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

可以从哪些方面进

行改革

？

郑安国： 首先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

严格的退市机制。 淘汰机制是市场体制

高效运作的重要环节， 缺失了这个环

节， 市场机制的运作就会严重扭曲， 逆

向选择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退市机制

就是证券市场的淘汰机制， 只有真正建

立起严格的退市机制， 我们证券市场上

劣质上市公司 “不死鸟” 的现象才会真

正成为历史， 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也才

能真正成为现实。

第二， 建议尽快推出个股的做空机

制。 个股的做空机制实际上是一个鼓励

投资者打假的安排， 有经验有能力的投

资者可以通过做空有问题的上市公司来

正当地获取商业利益， 这同样有利于上

市公司的优胜劣汰。 海外很多知名上市

公司如安然等丑闻的公之于众， 做空的

对冲基金在其中就都起到了非常积极和

重要的作用。

第三， 应该充分发挥证券公司、 审

计机构、 法律服务机构、 评估机构等

中介机构的专业职能， 更要引入阳光

化和市场化。 我们建议， 可考虑由专

业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设立保荐人排名

机制， 与证券监管部门一起定期对各

中介机构其出具的各类报告质量进行

跟踪和排名并向全社会公开。 这么一

来， 全社会都对中介机构的品行进行

监督， 如果中介机构和大股东串通一

气粉饰业绩， 其在榜单上的排名会持

续下降， 这样其今后保荐的项目投资

者自然会避而远之， 通过这种方式可

以市场形式自然淘汰那些品德能力不

佳的保荐人， 并督促保荐人重视审查

上市公司报表质量， 真正发挥其作为

上市公司发行指导和监督的作用。

第四， 建议可以考虑在发审委的工

作中引入更多的阳光机制。 比如像美联

储货币委员会的做法一样， 及时公布每

次发审委工作会议的记录， 让大家了解

发审委每个成员对被审核上市公司的具

体意见究竟是怎样。 发审委的工作成员

过往的工作履历应当公开， 其个人及亲

属的股票投资情况也应该公开， 以便公

众和媒体监督。

第五， 在询价机构的改革上， 我们

同样应该强调阳光化和市场化的方向。

和上市公司一样， 询价机构同样存在委

托代理的关系。 如果不建立起有效的治

理机制， 作为询价机构的公募基金同样

会有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新股

询价中的人情报价和受托报价就是体现

之一。 我们可以说， 公募基金公司的治

理水平实际上是公募基金参与新股询价

是否负责和理性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我

们要推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但同样也

应该推进公募基金行业的公司治理改

革。 比如已经讨论多年的基金公司高管

股权激励的落实， 比如基金经理持基激

励计划的全行业推广。 其实， 这些激励

手段既是激励， 更是约束， 是将基金公

司高管和基金经理的利益和基金持有人

的利益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这些问题超

越了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范畴， 但对解

决新股发行制度目前暴露的问题同样有

着重要的影响。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郑安国建言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后亟需“二次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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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水平才是公司能否上市最根本的标准

，

也是决定上市公司能否给投资者带来

回报的关键

。

◎

新股发行改革不仅要穿上阳光化和市场化的外衣

，

更要真正引入阳光化和市场化的

精神

。

◎

首先要建立严格的退市机制

。

淘汰机制是市场体制高效运作的重要环节

，

缺失了这个

环节

，

市场机制的运作就会严重扭曲

，

逆向选择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

◎

要在市场和公司两个层面上对融资规模实行严格控制

，

可以强制推行发行可转债的新

股上市制度

，

使企业采用带有三年转股权的可转债方式募资而非直接发行股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