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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热潮渐退 A股并购重组向高质量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吴少龙

深沪证券交易所昨日披露了

2017

年全年并购重组情况。 虽然两市并购

重组有关数据同比出现下降， 但重组

质量显著提升， 并购重组市场开始由

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2017

年，深市停牌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

353

家次，同比减少

14.1%

；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合计

217

家次，同

比减少

33.6%

，涉及交易金额

4,726.7

亿元，同比下降

54.5%

；包括吸收合并

等方案在内，

2017

年实施完成方案合

计

186

家次，同比减少

14.3%

，涉及金

额

6,528.2

亿元，同比增长

45.8%

。 沪

市方面，

2017

年共完成并购重组

864

家次，交易总金额

9200

亿，较上一年

度分别增长

45%

和

8%

； 重大资产重

组方面， 共有

127

家公司停牌启动重

组，同比下降

28%

；共披露

99

个重组

方案，同比下降

34%

。

随着热潮渐退，并购重组市场逐

步回归理性，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则

更加突出。 其中深市呈现产业逻辑主

导并购市场发展，聚焦主业、评估增值

率明显下降、 募集配套资金规模大幅

下降、助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服务国

家战略等四大特征；沪市方面，上交

所则引导并购重组市场切实服务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企改革，推动

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与资本市场

深度融合，推动跨境并购服务国家经

济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 并购重组市场秩

序明显好转，离不开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保持监管定力，持

续深入推进依法、全面、从严监管。

数据显示，

2017

年， 深交所召开

重组会

136

次， 审核

230

家次的重组

信息披露文件， 发出重组问询函件

250

余份，就

37

家次重组方案存在的

问题请示证监会，其中有

16

家次重组

方案在“刨根问底”式监管下终止；沪

市方面，

2017

年全年审核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

99

单，督促公司补充披露各类

问题

1100

余项，要求中介机构发表意

见

800

余次，经过监管，

10

余单“类借

壳”、标的资产质量疑点明显和存在利

益输送嫌疑的重组方案主动终止。

据了解，

2017

年深交所不断加强

并购重组市场的监管力度， 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一是严格审查“涉嫌规避

重组上市”方案，遏制监管套利。其中，

针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与主营业务稳定

性、交易资金来源等进行“刨根问底”

式问询， 真正把好重组信息披露审查

第一关；二是重点关注异常重组方案，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针对市场“玩跨

界”“清壳式”重组等乱象，深交所深入

追踪跨界收购标的的业绩真实性，强

化重组方案对业绩真实性、 持续盈利

能力、估值合理性等内容的披露；严格

控制重组停牌时间， 杜绝忽悠式重组

停牌， 深交所要求上市公司申请停牌时

需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明材料；密切跟踪

重组“三高”问题，加强后续监管。

此外，深交所还充分利用多手段、多

维度的监管模式，与证监会稽查局、地方

证监局紧密合作加强联合监管， 加强对

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 督促中介机构归

位尽责，从严监管净化重组市场环境，保

护投资者权益。

上交所在切实维护并购重组市场的

健康有序发展的过程中， 重点关注以下

五方面问题： 更加关注是否存在不当重

组动机， 严堵通过并购重组 “炒壳”“养

壳”“保壳”、实施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

为；更加关注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更加

关注标的资产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防

范“带病”资产进入上市公司；更加关注

重组后续整合和承诺履行情况， 重点关

注业绩承诺完成率逐年下滑、 上市公司

无法有效控制重组标的等异常情况；更

加关注行业信息披露的可理解性。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深化医改情况。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表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5亿

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50元；医保目录新增375个药品，保障范围不断扩大，报销比例不断提

升。 下一步将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提供更加优质、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提升人民群众对医改的获得感。 新华社/供图

让创业板的土壤肥沃起来

滋养出伟大的新经济企业

证券时报记者 吴少龙

市场期待已久的创业板改革真

的要来了。

深交所日前首次正式对外发布

战略规划纲要，明确未来 3 年将大力

推进创业板改革，针对创新创业型高

新技术企业的盈利和股权特点，推动

完善 IPO （新股首发） 发行上市条

件，扩大创业板包容性；聚焦标杆重

点，强化对“独角兽”（估值 10 亿美

元以上的创业企业）等新兴行业企业

服务，着力吸引一批优质企业进入深

交所，打造“中国新经济的主场” 。

通观整份规划纲要可以看出，创

业板的改革已经如箭在弦，而“包容

性” 三个字也清晰地阐述了创业板的

重点改革方向。

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

进，国内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的层出不穷，对创业板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肩负培育新

兴产业历史使命的创业板，对创业创

新企业的包容性和覆盖面不足等问

题逐步显现。 因此，如何构建适合创

新型成长型企业成长特点，契合创新

经济发展需求的市场制度，已经成为

创业板改革亟需破解的难题。

对于扩大包容性和覆盖面，记者

认为，创业板应该坚持开放性与包容

性相统一的原则，真正体现创业板应

有的创新与包容的市场精神。 对此，

市场各方早已多次呼吁并建言，中国

创业板 IPO 标准应该吸纳纳斯达克

等国外成熟市场的成功经验，降低资产

规模及净利润指标要求，将营业收入扩

张的可持续性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等。

值得注意的是，扩大创业板的包容

性不应仅仅是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

众所周知， 创新意味着高风险，更

是意味着高失败率与高死亡率， 那么

“失败与死亡” 的企业就应该及时被

“排出” 。

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例，2011 年以

来，累计退市公司数量达 829 家，而同

期上市的公司数量为 1238 家， 退市与

上市的数量同样巨大。

因此，不断吐故纳新才能保证一个

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持新陈代谢才能使

市场长期保持活力，对创业板而言更是

如此。

相比之下，已成立逾 8 周年的创业

板扩容仍比较缓慢， 其中还遭遇两次

“暂停” IPO 的影响；而在退市方面，创

业板退市公司更是屈指可数，自成立以

来仅欣泰电气和大华农（吸收合并）退

了市。

所幸， 监管层对此已经有所察觉。

在深交所发布的规划纲要中， 就提到

“在退市机制常态化等方面取得新突

破，在监管技术和智能化方面实现新作

为，在重大风险防控方面达到新水平” 。

通过不断改革与创新， 变得更开

放、更包容，更有生命力和吸引力，这是

市场各方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期望，尤其

是对以服务创业型企业为使命的创业

板的期盼。

要将创业板打造成“中国新经济的

主场” ， 必须先让创业板的土壤肥沃起

来，这样才能滋养出伟大的“新经济”

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