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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通报2017年下半年IPO企业现场检查及问题处理情况时表示

深入开展三类拟IPO企业现场检查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3

月

16

日，证监会通报

2017

年下

半年

IPO

（新股首发）企业现场检查及

问题处理情况。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

德鹏表示，对于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发

行人和中介机构， 证监会根据性质、

程度和影响的不同进行分类处理。

2018

年上半年，证监会将继续深入开

展

IPO

企业现场检查工作， 重点开展

对信息披露质量抽查抽中、日常审核

中发现存在明显问题或较大风险、反

馈意见或告知函等回复材料超期未

报等

IPO

在审企业的现场检查。

常德鹏介绍，

2017

年下半年，证

监会在做好新股发行常态化工作的

同时，对

22

家

IPO

在审企业开展了现

场检查。 此举旨在深入贯彻全国金

融工作会议精神，严格落实依法全面

从严监管理念， 切实强化

IPO

申请企

业监管力度， 督促中介机构勤勉尽

责、审慎执业，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

常德鹏表示，对于检查中发现问

题的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证监会根据

性质、 程度和影响的不同进行分类

处理。

第一， 对

2

家企业采取出具警示

函的监管措施。 问题主要是，实际控

制人代发行人承担部分费用、利用个

人银行卡办理公司业务、资金管理存

在重大内控缺陷、未披露对实际控制

人关联方资金往来等， 在会计基础、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涉嫌违反

发行条件。

第二，对

13

家中介机构拟按程序

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问题主要是，对

招股说明书披露信息核查不充分、重

要事项核查不到位、工作底稿不完善

等， 涉及

6

家保荐机构、

5

家会计师事

务所、

2

家律师事务所。

第三，对存在其他问题的企业及

其中介机构进行督促整改或约谈提

醒。 问题主要包括，关联方和关联交

易披露不完整；与关联方无业务背景

资金往来；主要客户、供应商信息披

露不准确； 收入确认时点不一致；内

控措施不完备； 与关联方在人员、财

务、业务等方面不独立；期间费用跨

期确认等。 证监会已通过反馈意见函

形式告知企业及中介机构，督促其尽

快整改。 对其中

3

家企业和相关中介

机构，进行了约谈提醒。

此外，在现场检查准备和实施期

间，共有

10

家企业撤回了

IPO

申请。

总体上看，本次现场检查严格落

实了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理念，继续保

持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零容忍态势，

向市场有效传导了监管压力，对净化

IPO

市场环境、严把准入关口、支持优

质企业发行上市起到了良好作用。

常德鹏表示，

2018

年上半年，证

监会将继续深入开展

IPO

企业现场检

查工作。 检查范围主要包括：信息披

露质量抽查抽中的企业；日常审核中

发现存在明显问题或较大风险的企

业； 反馈意见或告知函等回复材料超期

未报的企业。通过常态化现场检查，督促

IPO

申请企业提高质量， 督促中介机构

勤勉尽责， 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资本市

场重大风险攻坚战做出努力。

IPO

企业现场检查是有效遴选上

市企业，确保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客观

需要。

2017

年， 中国证券业协会分别于

2

月、

4

月、

7

月和

12

月，组织四次首发企业

信息披露质量抽查， 共有

32

家

IPO

在审

企业被抽中。 今年相关工作尚未开展。

此外，截至记者发稿时，证监会公布

的数据显示， 证监会受理首发企业

415

家， 其中， 未过会企业中正常待审企业

369

家，包括处于已受理或已反馈状态的

未曾参加抽查抽签或现场检查的企业

66

家。其中拟在上交所上市企业

34

家、拟在

深交所中小板上市企业

13

家、 拟在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企业

19

家； 中止审查企业

19

家，有

4

家企业未曾参加抽查抽签或现

场检查。

李嘉诚告别职场

“从不亏钱” 原因何在？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李嘉诚昨天宣布退休， 以 90 岁

高龄告别职场，不仅创造了巨额财富，

给两个孩子做好安排， 在退休之前还

完成了一次产业布局大调度。 再加上

这么多年投资从不亏钱， 无不显示出

他的精明过人之处。

在昨天的媒体交流会上，李嘉诚回

忆起他 12岁开始工作，1972年长江实

业（集团）上市，过去 68 年间，一直带

领长江集团稳步发展， 尽心尽力为股

东争取最佳利益及回报增值。 李嘉诚

可以说是问之无愧的好董事长， 如果

投资者在长实上市时就持有， 并且股

息也买入长实的话，收益高达 5000倍。

他在去年的业绩沟通会上表示，

创业以来的 67 年间从没做过亏损生

意， 去年他的财富又增长了几十亿美

元，看来又是一个丰收年。 如今 90 岁

的老人身体还很健康， 思路清晰可以

流畅回答记者的提问， 他操着汕头味

的白话（粤语中的普通话）回答问题，

当对方用英语提问时， 又可以用英文

流利作答，交流气氛热切，不时引发笑

声， 以至于坐在他右侧的接班人李泽

钜很少有机会说话。

李嘉诚一直是商界奇迹， 多年前

关于他的成功学书籍已到处流行，但

近年来他的美誉度有所下降， 其中原

因之一就是香港的高房价。 不少人认

为， 是香港地产行业的四大家族绑架

港府抬高了房价， 市民买房困难房租

高企，香港人都在为房地产公司打工。

其实香港房价上涨最重要的原因是土

地推出太少，导致新房供给下降，至于

房地产商有没有能力绑架政府， 不少

人还是存疑的。昨日李嘉诚也表示，要

多推出房屋满足普通居民需求。

李嘉诚近年美誉度下降的另一个原

因，则是因为从内地撤资，将公司迁册。

李嘉诚昨日再次做了解释， 称无论卖出

什么资产，资金都在公司之下，撤资应该

是卖出公司股票才对， 而他并没有卖出

公司股票。 他批评有这种看法的人是缺

少经济常识。

从 2012 年开始，李嘉诚就开始卖出

内地资产，也卖出香港资产，到全球多地

特别是欧洲国家投资。他认为，这只是在

商言商，卖出盈利状况不佳的资产，买入

盈利预期更好的资产， 包括香港在内的

地产也是有买有卖。

李嘉诚到欧美国家投资早就开始

了， 也赚了大钱， 比如曾投资通讯公司

“橙” 赚了千亿港元，上世纪 80 年代到

加拿大投资赫斯基能源并一直持有到现

在，获得巨利。

“在商言商” ，李嘉诚一直强调这一

点。他有投资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的历史，

但金额很小，属于分散的风险投资，青睐

的投资对象还是电讯、水、电、能源、交通

等基础产业。这说明他的心态非常稳健，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选择作风稳健的长

子继承实业。

在这次沟通会上， 他再次提到稳健

的重要性，“我猜不到未来。 但无论怎么

样，发展之中一定不会忘记稳健，这是一

个固定的政策。 ” 他称这个策略帮他躲

过很严重的危机。 但只有稳健是难以取

得如此成就的，李嘉诚其实是攻中有守，

守中有攻的，关键时刻他善于利用杠杆，

看准机会用力很猛， 也善于利用资本市

场支持。 比如这次他用了 5 年时间将产

业布局进行了全球调度， 将李家的资产

分散投资，类似做了一个 ETF（交易所

交易基金），保证了李家产业的安全性，

为后李嘉诚时代做了安排。 这可以看作

是退，也可以看作是进。

这些案例背后无不显示出他的精

明，比如关于是否写自传，他表示虽然早

有计划， 但并不应该出，“我说真话时，

会得罪很多朋友的；说假话，我为什么要

出？ ”他昨日回答问题显得非常诚恳，在

会议结束后，他感谢媒体帮助，并主动表

示愿意和媒体用媒体喜欢的方式合影留

念。 他总能让人感觉受到尊重。

雄安新区成立将届周年之际，证券时报社携手多家上市公司高管走进素有“雄安南大门” 之称的河北省衡水市，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共同把脉产业高质量发展

之路，深入研讨资本市场发展大计，衡水市委书记王景武，证券时报社社长、总编辑何伟还共同出席了“衡水市资本市场发展研讨会” 。 会后，证券时报社与衡水市

政府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详见A2版） 罗克关/文 蓝博/摄

证券时报与衡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商资本市场发展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