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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刘士余在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就职仪式上表示

严把质量关 强化对发审委监督机制

证监会党委决定成立发行与并购重组审核监察委员会，对发审委和委员终身追责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11

月

20

日， 中国证监会举行第十

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就职仪式。 证监

会党委书记、主席刘士余表示，新一届

发审委委员必须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要严把质量关。证监会党委已经决定成

立发行与并购重组审核监察委员会，对

首次公开发行、再融资、并购重组实行

全面监察，强化监督制约机制。

刘士余指出，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证监会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

大事。 发审委及各位委员要切实把是

否服务国家全局战略、 是否为投资者

筛选出优秀的价值投资标的、 是否支

持符合条件企业发展壮大作为检验工

作的标准。

刘士余强调， 新一届发审委的工

作使命神圣、万众瞩目、充满挑战，要

牢牢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必须政治过硬。 要旗帜鲜明

地讲政治， 把政治素质作为发审委和

委员的首要要求。 要认真系统全面学

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学习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

市场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新

常态下中国特色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的科学精辟论述， 始终牢记资本

市场的人民性和“三公”原则，并在具

体工作中坚决贯彻落实。

二是必须本领高强。 政治和业务

是密切相关的。政治立场是本，专业素

养是资。 发审委委员只有具备渊博的

知识、扎实的专业、开阔的视野、敏锐

的眼光， 及时拥抱新技术、 洞悉新业

态，才能履好职、尽好责，把好资本市

场的入口关。

三是必须强化对发审委和委员的

监督机制。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完善监

督制约机制是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的必要保障。 证监会党委已经决定成

立发行与并购重组审核监察委员会，

对首次公开发行、再融资、并购重组实

行全方面的监察， 对发审委和委员的

履职行为进行

360

度评价。 要健全监

督制约机制，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终身追责。

四是必须严把质量关。 上市公司

是资本市场的基石。 要坚决落实依法

全面从严的监管理念，严格专业履职、

依法审核，防止问题企业带病申报、蒙

混过关。

五是必须依法行政， 同时要有与

新时代、新使命相应的强烈改革意识，

着力推进制度完善。

证监会党委委员、 中央纪委驻证

监会纪检组组长王会民在讲话中指

出， 新一届发审委委员要清醒认识金

融反腐的高压态势， 清醒认识证监会

党委惩治腐败的决心是无比坚定的、

零容忍的态度是异常鲜明的。 要时刻

牢记“讲政治、守纪律、有规矩”。

一是增强做好发行审核工作的使

命感。 每名发审委委员都要绷紧政治

上的弦，保持清醒的头脑，多一点职业

操守、公仆意识和家国情怀，绝不允许

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利益小九九， 心中

要有资本市场和保护投资者利益这本

大账，志存高远，勤勉履职，不辱使命。

二是牢牢守住发审工作的廉洁底

线。每名委员必须苦练“内功”，妥善处理

好发审委工作职责与自身及家属、 与原

来所在单位、 与发行人等市场主体以及

与其他委员的关系。 坚决做到 “不收钱

物、不炒股、不吃请”；坚决禁止通过购买

拟上市公司原始股变相腐败； 坚决执行

相关回避规定，防范利益冲突；坚决净化

朋友圈，纯洁社会交往。 此外，还必须执

行个人事项报告制度， 相关部门要随时

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核查处理。

三是强化规矩意识， 严格遵守发审

工作的职业操守。 发行监管部要履行好

对发审委管理的主体责任。 发审委委员

要认真学习掌握履职规矩和要求， 严格

遵守证监会各项制度规定和纪律要求。

要根据证券法和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

依法审核股票发行， 依靠自身的专业知

识和职业操守作出独立的判断。 对于不

合规的企业，要勇于投否决票。

证监会党委委员、 主席助理宣昌能

主持仪式。在仪式上，宣昌能宣读了证监

会聘任第十七届发审委委员的公告。 证

监会领导向委员颁发了聘书， 第十七届

发审委委员进行集体宣誓。

价值投资行稳致远靠什么？

证券时报记者 黄小鹏

今年以来 A 股市场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特征之一就是市场两极分化

严重，白马蓝筹股持续上涨且涨幅巨

大，而绩差股和部分中小创股票却阴

跌不止。 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

变化，但随着部分蓝筹股估值不断抬

升， 市场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特

别是近日贵州茅台股价突破 700 元

之后， 有人认为蓝筹股出现了泡沫，

认为当前白马股行情不过是轮番炒

作中的一个环节， 市场本质并没有

变；还有一些人认为，白酒、家电、医

药、金融这些代表传统行业公司股价

大放异彩， 不符合经济转型的需要。

到底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特征呢？

中国股市建立以来的基本特点

是轮番炒作各种题材，其中蓝筹股也

曾阶段性地因为价值低估或业绩增

长亮丽而被炒作过。 但从过去的情况

看， 这种炒作大多是始于价值发掘，

而终于大规模羊群行为导致的股价

脱离基本面。 例如，2006～2007 年基

于经济周期性上行的牛市，最终也因

市场整体性对周期性繁荣行业（如能

源、航运、船舶、保险、银行）进行成长

股定价，使得其后的熊市特别漫长。

这种怪圈的出现，与市场深度和

广度不足有很大关系。 当时主导行情

的是公募基金，而大多数基金经理过

于年轻， 未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加

上相对业绩考核方式导致行为趋同。

同时，当时市场化程度不足，前面提

到的那一轮大牛市除蓝筹股表现出

色，炒新、炒小、炒差一样都不缺。

此次蓝筹股行情的背景则有所

不同，目前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深度广

度都非当年可比。 新股发行常态化、外

资比重提升、 私募机构增加且更多元

化，使得价值投资有了更好的环境。 但

市场无法根本上消除羊群行为，此轮行

情也并非没有因此面临失控的风险。 但

是，为避免市场剧烈震荡，不能靠人为

干预的老办法，而要靠更充分的市场化

和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以提高市场的

定价效率。

以贵州茅台为例，当前对其股价分

歧很大，而股价分歧反映的是人们对公

司的发展空间和增长速度预期的差异，

只要参与者大多数是价值投资的，他们

就会根据公司的财务和其他信息来不

断修正预期， 进而动态地纠正定价错

误。 茅台也好，其他任何公司也好，最大

风险不是股价高了低了，而是市场产生

了羊群效应，当投资者大比例地陷入不

切实际的乐观，或不再关注公司价值与

价格的关系而盲目跟风的时候，真正的

风险也就形成了。

而防止羊群效应主导股价，关键要

完善市场机制特别是做空机制，继续大

幅增加各种类型市场主体，改善公募基

金的考核激励方式，规范媒体报道和分

析师报告等。 在做多做空一样便利的市

场里，视角不同、行为有别的多类型投

资主体可以减少拥挤交易的发生概率，

大幅减少定价的错误。

如果认为 A 股运行美股化是符合

发展方向的，那就应该在机制上、在市

场深度广度上向成熟股市靠齐。 价值投

资行稳致远，靠的是有深度的市场和完

善的机制。 目前股市出现的结构性分

化，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经济的独特性以

及上市公司构成的特殊性。

贾跃亭再失约

乐视员工持股被“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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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贷平台揽客成本奇高

户均可达240元

A6

16部委联合发文

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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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地启用新能源车专用号牌

� � � �昨日，吉林长春、河北保定、福建福州、山东青岛、河南郑州、广东中山、广西柳州、重庆、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十余个城市开始启用新能源车专用号牌。 按中国

公安部统一安排，至明年上半年，新能源车专用号牌将在全国所有城市全面启用。 新号牌以绿色为主色调，意在体现绿色、环保、科技的理念，其号码比传统号牌增

加一位。 图为吉林长春发出吉林省内第一副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中新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