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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综合

投服中心近一年来累计持股行权541次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近日

提供的数据显示， 投服中心近一年

来，已累计持股行权

541

次，多维度

践行持股行权， 切实保护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

2016

年

2

月

19

日，证

监会批准了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的试

点方案。试点方案初期，将湖南、上海

和广东（不含深圳）三个区域作为试

点区域， 投服中心对辖区内每家上

市公司购买并持有一手（

100

股）

A

股

的股票， 以普通投资者的身份行使

股东权利，做积极股东、合格股东、

示范股东， 从市场角度， 用法律手

段，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强

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示范引导中

小投资者主动行权、依法维权，充分

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这是中

国证监会利用市场化的方式，加强中

小投资者保护和服务的一个新探索。

今年

4

月

14

日，证监会又批复

扩大了持股行权的试点方案， 持股

行权由原来的三个地区扩大到全

国。 截至

6

月

30

日，投服中心共持

有全国范围内沪深两个交易所共计

3147

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数据显示，自

2016

年

5

月投服

中心持股行权工作正式实施以来，

到今年的

6

月

30

日，投服中心共计

行权

541

次， 其中现场行权

84

次，

包括参加了

58

家上市公司的股东

大会、

21

家重大资产重组的媒体说

明会、

1

家投资者说明会，

4

次现场

行使查阅权， 向上市公司发送股东

建议函

240

件， 公开发声

11

次，行

使质询权

74

次，建议权

75

次，表决

权

52

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投服

中心还有

5

次行使了诉讼权利。

据投服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投服中心是以小股东的身份， 通过

参加股东大会、媒体说明会、投资者

说明会、现场查阅问询、发送股东建

议函、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 公开发

声、 提起诉讼等方式来行使股东权

利，做积极股东、合格股东、示范股

东，严防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监高

等侵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

专业的角度找出上市公司及相关人

不合法、不合规的行为，用法律的手

段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强

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保护中小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

展望未来， 投服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 投服中心将在三方面完善持股

行权这项工作，更好地为广大中小投

资者维权。 首先，继续完善持股行权

的相关制度和流程， 强化自我约束。

同时积极推动持股行权管理办法的

出台。 其次，进一步扩大持股行权的

广度和深度， 扩展行权的范围和频

次， 积极探索创新性的行权模式，对

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专项行

权。 三是，进一步行使法律赋予股东

的各项权利，积极探索通过公开征集

的方式，行使提案权、股东派生诉讼

权利等。

资本市场需要敬业的“啄木鸟”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持股行权已在资本市场铺展

开来。

近日，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

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自 2016 年 5

月， 投服中心持股行权工作正式实

施以来，到今年 6 月 30 日，投服中

心共计行权 541 次。

持股行权是中国证监会利用市

场化的方式， 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

和服务的一个新探索。

今年 4 月 8 日， 中国证监会主

席刘士余在参加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时曾表示，要

更加重视公司治理。 上市公司的股

权层级不能太复杂， 决策链条不能

太长，否则就会为内幕交易、利益输

送、抽逃资本提供可乘之机。要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 将持股行权试点

推向全国， 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

话音刚落，至 4 月 14 日，证监

会又批复扩大了持股行权的试点方

案， 持股行权由原来的三个地区扩

大到全国。 投服中心的持股方式是

持有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公

司，每家 1 手（100 股）A 股股票。

截至到 6 月 30 日，投服中心共持有

全国范围内沪深两个交易所共计

3147 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目前， 投服中心是以小股东的

身份，通过参加股东大会、媒体说明

会、投资者说明会、现场查阅问询、

发送股东建议函、 公开征集股东权

利、公开发声、提起诉讼等多种方式

来行使股东权利。

虽然仅持有上市公司 100 股可

谓是最小股东， 但投服中心这位最

小股东通过频频亮相诸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媒体说明会，对公司治理

问题接连发问，甚至“一言不和”就

发《股东建议函》等，不少被“光

顾” 的上市公司无奈感叹多了个

“麻烦制造者” 。

其实，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投服

中心行使股东权利，可以从内部监督

上市公司治理，发现问题，及时督改，

弥补证监会外围行政监管的不足。

据证券时报记者观察， 一年多

来， 持股行权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好

效果， 上市公司普遍能够就投服中

心提出的问题给予详细解答， 并采

纳相关建议，完善不足之处，大多数

被行权的上市公司根据投服中心的

建议修改了公司的章程， 终止了重

组交易，修改了重组方案，加强了分

红，取消了对股东的限制，规范了公

司治理， 实实在在的保护了中小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中小股东而言， 投服中心

行使股东权利， 更多是一种示范和

教育作用，告诉小股东，哪些权利可

依法行使， 提升投资者的自我保护

意识与保护能力。同时，投服中心还

疏通中小股东诉讼通道， 在证券支

持诉讼等业务上打开局面、 形成影

响， 并推动全国证券期货纠纷调解

中心的设立， 以期完善市场多元纠

纷化解机制。

与此同时，在行权过程中也面

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行权过

程中， 大多数公司是积极配合的，

也有一些是不太配合。 不配合原因

无外乎有两方面：一方面，上市公

司自身对投服中心持股行权工作

不了解所致；另一方面，持股行权

本身也有几个特点： 外部性比较

强、专业性比较强、对抗性也比较

强，可能会涉及到某些公司或者某

些人的利益。

这就更需要像投服中心这样的

专业机构通过做积极股东、 合格股

东、示范股东，严防上市公司及其大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

司董监高等侵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 从专业的角度找出上市公司

及相关人不合法、不合规的行为，用

法律的手段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公司

治理、强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保护

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证监会则将投服中心持股行权

的行为比作啄木鸟或者资本市场

“正义的麻烦制造者” 。 诚然，我国

资本市场要逐步走向成熟， 离不开

投服中心这类敬业的森林医生。

股市继续狂欢

美国科技股迎来好时光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对于美国科技股而言，这似乎是“最好的

时光”。

除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标普

500

科技

指数一举越过

2000

年

3

月

27

日的历史高点

988.49

点， 这也被投资者视为美国科技股的

重要里程碑。 与此同时，标普

500

科技指数今

年以来已经大涨近

23%

， 科技成为标普

500

指数中表现最好的行业，这在

2009

年以来还

属首次。

一直以来美股“

FANG

”概念大热，“

FANG

”

概念指的是

Facebook

、亚马逊（

Amazon

）、奈飞

（

Netflix

）和谷歌（

Google

）这四家公司股票。就在

上周， 在奈飞公司的新增订阅用户数量超出市

场预期之后， 华尔街已认同了这家公司在互联

网视频流市场的绝对统治地位， 股价大涨并创

下历史新高。此外，微软、

eBay

和

Facebook

的股

价都创下了新高。

除了盈利向好外， 科技股相对不受美国政

策的不确定性影响， 在市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

税改和基建计划日渐怀疑之时， 科技板块成为

了一个避风港， 大批投资者涌向拥有内生增长

动力的科技股。

EPFR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

90

亿美元资金流入美国科技股市场，是美国市

场最受热捧的板块。

FactSet

预计，科技股板块

在二季度的盈利水平可能会跃居美股市场第二

位，仅次于能源板块。

按上周五美国股市收盘时的股价计算，苹

果公司的市值高达

7835

亿美元，紧随其后的谷

歌母公司

Alphabet

市值为

6875

亿美元，微软公

司市值为

5697

亿美元， 亚马逊的市值为

4902

亿美元，

Facebook

市值为

4765

亿美元，

5

家公

司的市值总和超过惊人的

30000

亿美元。 在世

界银行发布的

2016

年全球各国

GDP

排行榜

中， 排在第

4

的德国全年

GDP

为

3.36

万亿美

元， 排在第

5

的英国全年

GDP

为

2.86

万亿美

元， 而美国五大科技股目前的市值就超过了英

国

2016

年的

GDP

。

上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掀起了一场以互联

网产业引领的投资热潮， 在此期间纳斯达克指

数从

322

点狂飙至

5132

点， 当时只要和

IT

沾

点边，或名称中有“

.com

”的股票都遭到投资者

疯抢。 只是，这场非理性的狂欢在

2000

年走到

了尽头，随后科技股一路下跌，标普

500

科技指

数也从顶点重挫超

80%

。

如今，美股科技股板块实现两位数的涨幅，

难免令人联想到互联网泡沫。不过，富国资产管

理全球首席投资官

Kirk Hartman

表示，这些高

市值科技巨头们有着真实的商业模式， 产生大

量现金流和收益，而且股价是基于稳固的指标。

此外，有分析师也指出，标普

500

科技指数成分

股公司有着大量的海外业务， 因此在最近美元

疲软的利好下公司收益也将上升。

此外， 摩根士丹利首席股票策略分析师威

尔逊表示， 美国企业第二季度财报表现好于普

遍预期， 或将推动标普

500

指数在今年年底时

较当前的水平再涨约

10%

。

房企瞄准粤港澳大湾区 深圳市场显挤出效应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长为下一

个世界级大湾区， 属于大湾区的深

圳自然成为各路房企的必争之地。

不过，深圳土地拍卖数量少门槛高，

城市更新项目更是 “一票难求”，房

企在深圳市场的竞争也进入白热化

阶段。

外地房企布局深圳

深圳本土大型房企云集， 其中

不乏万科、 招商蛇口这样的龙头企

业， 然而高房价的深圳仍对外地房

企充满诱惑， 加之现在的粤港澳大

湾区“光环”。因看好深圳市场，在上

月底首创置业力克

11

家房企，以

18.45

亿元的总价拿下深圳龙华一

宗商地，面积仅

9518.58

平方米，楼

面地价却高达每平方米

42320

元，

溢价率达

190%

， 这是首创置业第

一次杀入深圳。在此之前，龙湖地产

已经通过拿地先后进入深圳和香港

市场。

2015

年收购佳兆业宣告失败

之后， 孙宏斌进军深圳的决心并未

受到阻拦。去年

5

月，融创中国及莱

蒙国际曾订立并购框架协议。 在融

创中国获得的项目中，深圳莱蒙·创

智谷是当时龙华新区首个“工改工”

项目。

由此可见，对于许多房企而言，

在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的布局

早已做足了准备， 等待时机成熟一

举杀入。 以龙光地产为例， 截至

2017

年

3

月

20

日，包括“招拍挂”

土地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在内的总

货值约

3400

亿元，其中粤港澳大湾

区货值占比高达

85%

至

2900

亿

元。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

倩茹表示， 房企抓准时机进入大湾

区表明其认同大湾区概念， 相信大

湾区未来发展能达到相当的规模。

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尽管调

控政策不断加码升级，但深圳等一

二线城市因其稳定的刚性需求和

强大的抗风险能力，成为品牌房企

争相追逐的市场，更是其重要业绩

保障。

城市更新一票难求

不过， 就在今年上半年深圳无

一例住宅用地挂出。随着地价高企、

房企融资渠道全面收紧、 土地出让

数量减少以及条件日益苛刻， 外地

房企特别是中小型房企在深圳土地

市场的竞争中也趋于弱势， 中小房

企如今也很难再通过一小部分资金

撬动招拍挂。此外，深圳已经率先进

入存量房时代， 城市更新已经挑起

深圳楼市供应的大梁， 更成为房企

眼中的“香饽饽”。

在深圳，京基、卓越、佳兆业、鸿

荣源等作为早早接触城市更新的房

企，多年前就已攻城略地，储备了大

批优质城市更新项目。 记者调查发

现，仅在深圳市罗湖区，京基已涉及

蔡屋围、水贝村、布心村、湖贝新村

以及罗芳村等城市更新项目。

近几年来，恒大、龙湖、碧桂园

等外地大型房企纷纷进驻，寻找城

市更新项目。 不过，由于“僧多粥

少”， 外地中小型房企在深圳城市

更新市场上可谓处境艰难。在一些

市场人士看来，即使抢到了城市更

新地块，中小型房企可能根本就啃

不下去。虽然旧改地价比招拍挂地

价便宜，但不确定的改造周期考验

一家企业的资金实力和专业能

力。 第一太平戴维斯高级董事、深

圳投资部主管吴睿认为， 由于深

圳土地供应量非常小， 招拍挂越

来越少看， 开发商获取土地的主

要渠道为城市更新和收购。 不过，

吴睿认为，相较于耗时过长的城市

更新，房企更倾向于收购比较成熟

的项目，但是现在成熟项目的价格

也非常高。“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外

地房企如今要进军深圳都要付出

高昂代价。 ”

对于外地房企而言， 想进军深

圳的土地拍卖和城市更新市场都

“不容易”。那么，深圳市场会不会出

现“挤出效应”？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

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一些房企

会发现最近深圳的土地拍卖节奏较

慢， 城市更新的机会也比较少。 说起

“挤出效应”， 部分资金或许会选择如

惠州、中山、珠海等“临深城市”，部分

房企或出现在这些城市拿地的心态。

此外，外地房企想要进入深圳市场，可

以采取联合开发的模式， 也是出于降

低成本的考虑。

去临深片区、 去粤港澳大湾区

的城市，保存实力并有朝一日“再回

深圳”，或许将成为许多外地房企的

选择。

数据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 吴家明/摄 吴比较/制图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第一期）课题招标公告

为了充分履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

心）投资者权益保护职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完善

中小投资者赔偿救济渠道

,

投服中心计划通过联合市场各方力

量，共同开展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 开展

课题研究有助于为投服中心发展提供决策支持，进一步提升投

服中心综合服务能力和水平。 投服中心即日起启动第一期课题

公开招标工作，内容如下：

一、选题

（

1

）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规则体系与内容研究

（

2

）投资者保护公益机构功能与定位研究

（

3

）持股行权理论与中国实践研究

（

4

）我国各类投资者交易行为研究

（

5

）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效力研究

（

6

）我国公开征集投票权规范性研究

（

7

）证券期货调解员队伍建设相关机制研究

（

8

）证券期货市场纠纷调解、诉讼的示范制度建构与运行

研究

（

9

）资本市场民事赔偿金、行政罚款与刑法罚金制度研究

（

10

）投资者权益赔偿的证据认证及相关计算问题研究

二、课题基本要求

本次课题的研究周期为半年，课题研究字数应在

5

万字左

右（超过不限）；课题研究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现实意义，研究

成果须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相关主题具有

建设性的参考价值并在实践中能够促进投服中心业务的有效

开展。 研究成果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

符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和有关行业政策。

三、研究进度安排

课题研究进度安排如下：

1.

课题申报：

7

月

24

日至

8

月

24

日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9

月中旬确定课题承接单位并签订课题研究合作协议。

2.

课题实施：

10

月初课题承接单位提交课题开题报告；

10

月中旬召开课题开题评审会；

12

月初走访课题承接单位，了解课题研究进展情况。

3.

课题结题：

2018

年

2

月课题承接单位提交课题研究报告；

2018

年

3

月召开课题结题评审会。

四、课题经费

课题经费为

10--15

万元。首笔

5

万元的课题经费于课题开题

时给付，剩余的课题经费全部于结题评审合格、优秀后给付，不合

格的不予给付。

五、申报条件与方式

1.

申报单位为立法、司法部门、系统内各单位、科研机构、高校、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2.

申报单位可单独申报一个课题，也可自主选择合作单位联合

申报一个课题（鼓励联合申报）。 联合申报的，须将所有申报单位在

课题申报书的封面上写明。

3.

课题承接单位应保证课题研究人员符合以下条件：（

1

）具有

从事相关研究或实务工作的经历；（

2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3

）有

充足的时间从事课题研究工作。

4.

申报单位请按要求填写《课题申报书》，并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前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联系邮箱。

六、联系方式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01

号钻石大厦

B

座

11

楼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研究部

联 系 人：龚逸杰

电子邮件：

ktyj@isc.com.cn

联系电话：

15901701226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2017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