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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中信披制度解读

肖飒 马金伟

近日， 证监会官网上发布一则新

闻， 主要内容是证监会对一宗案件作

出行政处罚的通告，处罚的依据是《证

券法》第

63

条，即《证券法》对信息披

露的要求。因此，本文拟通过该通告案

例， 对我国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制

度进行法律解析。

信披违规遭行政处罚

近日， 证监会依法对一宗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案作出行政处罚。

该案中， 某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A

）

2015

年年报中存在虚增收入和利

润； 在

2015

年、

2016

年年报中，

A

未

按规定披露相关关联交易和其控股子

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情况；

2015

年度重

大资产报告书披露的相关内容不准

确。

A

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63

条

规定，依据《证券法》第

193

条规定，当

地证监局决定责令

A

改正， 给予警

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对

11

名相关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3

万

元至

30

万元不等的罚款。

信披制度原则性规定

从上述通告可以看到， 该公司的

主要违规行为包括：首先，在

2015

年

报中虚增收入与利润；其次，在

2015

、

2016

年报中未按规定披露相关关联

交易和其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情

况； 第三，

2015

年度重大资产报告书

披露的相关内容不准确。

该公司的违规行为所违反的法规

是《证券法》第

63

条，该条规定从实质

上来看是对信息披露制度的原则性规

定。 即：第六十三条发行人、上市公司

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

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尽管上述行为从根本上来看确实

是违背了《证券法》第

63

条的原则性

规定的， 但是在信息披露的实践活动

中， 如果仅仅以原则性规定作为行为

标准，那对于发行人与上市公司而言，

显然是缺乏着具体的操作准则的。 因

此， 证券法在原则性规定之下还通过

第

64

至

73

条确定了具体而完善的信

息披露制度。

信披制度具体细则

《证券法》第

64~69

条所规定的

发行人与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的信息包

括：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

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

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发生可能对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重大事件等信息披露资料。 另外还

分别在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

十七条分别逐条列举了中期报告、年

度报告以及重大事件的具体内涵。

除了对所要披露的信息范围作出

规定外， 证券法所确定的信息披露制

度还包括了其他环节。 例如《证券法》

第六十八条确定了公司定期报告及所

披露的信息的责任主体， 要求上市公

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定

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上市公司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

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即要求董监高对公司披露

的信息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障信息披

露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内容则是信息

披露制度的法律责任相关， 该法条规

定：“发行人、 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

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

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

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

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

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

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有过错

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即规定了当发行人、上市公司

披露的信息因过错导致了投资人损失

时， 发行人与上市公司应该承担责任，

董监高及其他责任也应当同发行主体

承担连带责任，这不仅与第六十八条的

内容相合，董监高作为发行主体代表对

披露的信息承担审核义务，因此也应当

对出现问题、 存在过错而对投资人造成

侵害的信息承担责任。 除非其能够证明

自己本身没有过错， 即尽到了尽职的审

核义务而仍然未能避免披露的信息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等

问题等。

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一条则分别规定

了信息披露的渠道以及监管主体。首先，

应当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

媒体发布， 同时应当将其置备于公司住

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 发行

人、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主体则是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同时要求监

管机构在行使监管权利时， 还要承担对

披露信息的保密义务， 即对公司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作出的公告，在公

告前不得泄露其内容。

（作者单位：大成律师事务所）

婚约解除后 女方是否应该退还“彩礼” ？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时代在进步， 但是一些旧的风俗

习惯依然保留下来。 就像在国内的一

些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至今还保留

着男方要在婚前向女方支付“彩礼”的

旧式结婚风俗。

不过，近年来随着“彩礼”金额的

不断走高， 对于男女双方的婚姻也产

生着重要的影响。更有甚者，因为双方

对“彩礼”的金额存在严重分歧，导致

婚约解除。 那么，如果婚约解除之后，

女方是否需要向男方退还“彩礼”呢？

5万元“彩礼”

导致婚约解除

1979

年出生的李兵（化名）是长

春市的一名公务员。最近几年，李兵一

直奔走在各种相亲的场合。 “在我

32

岁、

33

岁的时候， 家里人就一直在催

着我结婚，并且发动了身边能够动员

的所有亲朋好友给我介绍女朋友。 ”

李兵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我本身是

一个正常的男人，而且也能体会父母

的良苦用心，所以一直通过相亲寻找

自己未来的伴侣。 ”

几年下来，李兵见过的相亲对象

已经超过

40

位。 期间，李兵也曾先后

和几位女生有过交往，但是最终都是

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

2016

年

国庆节期间，李兵在高中同学的介绍

下，认识了张晶（化名）。 张晶出生于

吉林省的一个小乡村，最近几年一直

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发展，是一家培训

机构的讲师，张晶父母、哥哥和姐姐

依然在老家务农。

李兵和张晶相识之后颇为投缘，

两人的关系发展得也很快。 今年春节

期间，李兵去了张晶的老家拜访了张

晶的父母， 两人的关系也正式确定，

开始进入谈婚论嫁阶段。

“我父亲知道农村还有男方要在

婚前向女方支付‘彩礼’的风俗，对此

也表示理解， 所以之前已经给了张晶

家

10

万元的‘彩礼’，张晶的父母也表

示认可。”张兵介绍说，“但是事后张晶

的哥嫂认为

10

万元‘彩礼’数额过少，

无论如何也要增加到

15

万元。 ”

在张晶哥嫂的劝说下，张晶父母

向李兵父母提出了增加 “彩礼钱”的

要求，否则就不同意李兵和张晶的婚

事。 张晶对父母的话一直都是言听计

从，对于父母提出增加“彩礼金”的条

件也表示认同。

但是李兵父母却坚决反对增加

“彩礼钱”。 “我父母认为，‘彩礼’就是

一个风习惯的延续，而且我们家拿出

了

10

万元‘彩礼’本来就已经不少。

张晶父母不能以增加‘彩礼’作为影

响我们婚姻的砝码，毕竟张晶父母是

在‘嫁女’儿，又不是在‘卖’女儿。 ”

张晶父母和李兵父母经过几轮

的商谈都没有答成共识，双方老人在

最后一次见面时更是闹得不欢而散。

“双方老人僵持不下， 我和张晶为此

也大吵一架，双方都说了一些比较难

听的话， 于是我向张晶提出了分手，

张晶也爽快地同意了。 ”李兵说。

因为

5

万元的“彩礼”，李兵和张

晶解除婚约。 但是当李兵向张晶提出

要求返还之前的

10

万元“彩礼”时，

张晶和家人却不同意，张晶家的理由

是：“李兵家提出的解除婚约， 所以

是李兵家存在‘违约’，自然不能退

还‘彩礼’。 ”在几次沟通未果之后，

李兵打算通过法律渠道要回

10

万

元“彩礼”。

律师说法：我国法律

并不提倡“彩礼” 风俗

现在的问题是，在李兵和张晶已

经解除婚约的情况下， 张晶和家人是

否应该返还李兵之前支付的

10

万元

“彩礼”呢？对此，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

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的刘国华律师。

“在李兵和张晶已经解除婚约的

情况下，张晶和家人应该返还李兵之

前支付的

10

万元‘彩礼’。 ”刘国华律

师表示，“彩礼”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

用语。 目前“彩礼”主要存在于我国

广大的农村和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

封建传统思维和现代价值观发生了

较为激烈的碰撞，大额 “彩礼”更是

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大额“彩礼”的

返还问题也导致了不少纠纷。 对于

“彩礼”的返还问题，男女双方可以通

过协商解决纠纷， 如果不能达成协

议，可以向法院起诉，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据刘国华律师介绍，人民法院审

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一般被定

为“婚约财产纠纷”或者“离婚纠纷”。

男方在结婚前给付女方彩礼，形式上

是赠予，实质上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

目的、附条件的财物赠予。 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

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

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

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

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

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

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一

)

》第二十

七条： 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

困难， 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

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一

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

婚时， 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

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 可以是房屋的

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本文中的李

兵和张晶即属于第一种情形， 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如果李兵请求返还“彩

礼”，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刘国华律师认为，“彩礼” 重点应该

在“礼”而不应该在“钱”上，礼轻情意重。

婚姻应该以感情为基础，不应用“彩礼”

来捆绑爱情和婚姻。 目前一些地方的“彩

礼”已背离了其本意，异化成为攀比甚至

敛财的工具，“彩礼”成为了某些男方家庭

的沉重负担，甚至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我国法律对‘彩礼’这种风俗并不

提倡，甚至还是反对的。 ”刘国华律师说，

《婚姻法》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

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建立平等、和睦、

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索取大额“彩礼”

即背离了传统

,

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婚姻

法》第三条就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

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禁止借婚

姻索取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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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家上市公司被罚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 上交所网站显示，

2017

年以来，两市共有

85

家公司或相

关当事人受到交易所处分。

9

月新增

11

家上市公司。 其中，

6

家为深市公

司，

5

家沪市公司。

截至目前，沪市新增

32

家公司或

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9

月暂新增

5

家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罚；深市新增

53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9

月暂

新增

6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从处分类型看，今年以来新增

44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到两大交易所

公开谴责， 分别是

*ST

皇台公司及相关

当事人、兰州黄河相关当事人、深华发

Ａ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昌九生化相关当事

人，冠豪高新相关当事人，中毅达公司及

相关当事人、莫高股份相关当事人、联创

电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登云股份相关

当事人、冠豪高新相关当事人、步森股份

相关当事人等。

值得一提的是， 因存在信息披露违

规行为，

*ST

大控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同

时获得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公开认定三

大处罚。这是继

ST

慧球、柳化股份之后，

今年以来， 第三家公司同时遭遇以上三

大处罚。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