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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恶意沽空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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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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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烯碳及其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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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银行年内需完成设立

普惠金融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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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增减持与股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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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或将引入逆周期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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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核发7家公司IPO批文 筹资总额不超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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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报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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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公司面临顶格处罚

投资者可积极维权

崔欣欣：互联网+居住行业

将催生大量投资机会

A4

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26 日在贵阳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信祝贺。他在贺信中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数字经济正

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坚持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接

续转换，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社会不断进步。 本届博览会主题为“数字经济引领新增长” 。（据新华社电） 视觉中国/供图

李克强：数字经济作为

经济增长新动能作用凸显

少了通道业务

市场将会怎样？

A5

投资者如何与AI对抗？

A3

次新股杀跌动能减弱 “转运”优质标的哪里找？

A5

证监会酝酿修改大股东减持规则

进一步完善可转债、可交换债发行方式，将现行的资金申购改为信用申购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少数上市公司大股东以及对公司

经营管理有影响力的股东清仓式减

持、 断崖式减持等现象引发市场广泛

关注，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昨日表

示，证监会将修改《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交易所

也会相应完善规则， 引导上市公司有

关股东减持行为规范有序进行。

邓舸表示， 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行为是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组成部

分。 自

2016

年

1

月发布实施《上市公

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以来，证监会在监管工作中一直持

续关注相应的效果及问题。总的来看，

《若干规定》在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行为，促进上市公司稳健经营、回报中

小股东， 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一

些值得重视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此，

证监会高度重视， 专门组织力量进行

了研究评估。近期，在总结前一段实践

经验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借鉴

国际通行做法，证监会将修改《若干规

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将完善

相应的交易规则， 引导上市公司有关

股东减持行为规范有序进行。

同时， 证监会还调整了可转债等

发行方式并相应修订 《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个别条款。

据邓舸介绍， 为解决可转债和可

交换债发行过程中产生的较大规模资

金冻结问题， 证监会拟进一步完善可

转债、可交换债发行方式，将现行的资

金申购改为信用申购，相应对《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个别条款进行修

订， 并从昨日开始就修订内容公开征

求意见， 同步启动证券交易结算系统

技术改造工作。

据了解，现行可转债、可交换债的

发行采用资金申购方式， 易产生较大

规模冻结资金， 对货币市场和债券市

场造成一定的扰动。

2015

年至今发行

的可转债， 发行期间平均冻结资金规

模为发行规模的

93

倍，单只最大冻结

资金量近

5400

亿元。

邓舸指出， 本次改革将申购时预

先缴款调整为确定配售数量后再进行

缴款。取消申购环节预缴款后，为约束

网上投资者获配后不缴款的失信行

为，借鉴现行首发新股申购监管经验，

建立统一的首发和可转债、 可交换债

网上信用申购违约惩戒机制； 承销商

还可根据发行规模设置合理的网上申

购上限。对于网下投资者，承销商今后

不再按申购金额的比例收取保证金，

基于管理承销风险的考虑， 可向网下单

一申购账户收取不超过

50

万元的申购

保证金， 并在发行公告中明确约定网下

投资者违约时申购保证金处理方式。 可

交换债的网上发行由现行时间优先的配

售方式调整为与可转债相同的摇号中签

方式进行分配。

此外， 鉴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同时

具有公众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性质，《管

理办法》 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享受

同公募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相同的优先

配售待遇。

邓舸表示，《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

见工作将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结束。 证

监会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情况， 认真研

究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发布实施。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与沪、 深证券交易所

将同步修订可转债、 可交换债相关发行

上市业务规则。

A股变了吗？

其实我们更需要变

A8

规范大股东减持

确保股市长远健康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近年来，大股东清仓式减持、断崖

式减持屡屡发生， 其中不乏一些对市

场造成恶劣影响的股东减持个案。 产

业资本大规模减持不但会令股市承

压，危害股市长远健康发展，也会使经

济面临“失血” 风险。 为遏制这一乱

象， 证监会正制定相应规则， 欲清除

“吃相难看”的大股东减持行为。

身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代表着

上市公司的形象， 代表着上市公司管

理层的凝聚力， 大股东所持股份保持

稳定， 被认为是上市公司经营稳定的

重要标志。 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以利

为先，不顾市场规则，无视市场秩序，

总想着“赚一票就走” ，罔顾公司员工

及投资者的期待与重托。

实际上， 股份转让是上市公司股

东的基本权利，只要合法合规，及时准

确地履行了信息披露责任， 不滥用控

制地位和信息优势侵害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并无可指责之处。但是实际情况

却是一些上市公司股东违规减持频频

发生， 有的在未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的

情况下进行减持；有的在减持股份达到

5%时未及时信息披露；有的在公司业绩

预告、业绩快报、定期财务报告等敏感

窗口期违规减持，还有的甚至通过高送

转、 概念炒作等配合大股东套利减持，

各类违规减持行为花样百出。 以山东墨

龙“违规减持 + 业绩变脸” 事件为例，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上市公司年度业

绩预告从首次披露到修正的过程，竟成

为大股东借机减持的“套路” 。

要严格控制大股东肆意减持股

份， 真正有效遏制大股东随意减持的

行为，必须从研究、分析、切断大股东

减持的各种“利益链” 上下功夫，彻底

改变形成大股东违规、 肆意减持的环

境和条件。

一方面，可实行更加严格的交易申

报、信息披露及减持数量要求，以减少

大股东减持对二级市场的冲击；另一方

面，针对一些大宗交易减持量较大或对

二级市场股价构成较大影响的限售股

减持行为要求实施更透明的信息披露，

堵住大股东肆意减持的“后门” 。 此外，

还应大幅提高对大股东违规减持的处

罚标准， 对那些敢于触碰内幕交易、信

披违规、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红线和底

线的大股东减持行为从严查处，以震慑

企图触碰监管红线者，对全市场起到警

示作用。

当前，规范大股东违规、恶意减持

已迫在眉睫， 市场呼唤相关规则能够

尽快出台，以确保股市健康发展。与此

同时，还需继续培育市场长期投资、价

值投资理念，让大股东减持更加理性，

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更有

信心。

耐心等待A股夯实底部

A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