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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回应独角兽企业登陆A股时间表：

独角兽登陆A股仍处研究论证阶段

条件一旦成熟，证监会将积极地加以贯彻落实和推进此项工作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近日， 有关资本市场服务新经济、

支持“独角兽”企业上市的各类消息较

多，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昨日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 近期证监会开展了

一系列调查， 同时也深入研究借鉴了

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 目前仍处于研

究论证阶段，条件一旦成熟，证监会将

积极地加以贯彻落实和推进此项工作。

近期，关于“独角兽”企业回归

A

股以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四新”企业在

A

股上市相关规则

的传闻颇多，有机构指出，阿里巴巴和

京东将成为首批中国存托凭证（

CDR

）

试点公司，两家公司已经就发行

CDR

确定了保荐机构，争取今年

6

月发行，

市场预期证监会相关政策将落地。 高

莉表示， 证监会将创造积极条件让更

多新经济、 创新经济在

A

股上市，这

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具体措

施。近期证监会对此进行了多方调查，

也充分研究借鉴了国际经验， 该项研

究仍处于论证阶段，条件一旦成熟，证

监会将积极贯彻落实此项工作。

新经济、“独角兽” 是近期资本市

场的热词，全国两会期间，证监会主席

刘士余曾表示， 过去因为一些特定的

时间窗口、 制度环境、 市场容量等原

因，这类企业的主体、运营和发展都在

中国，但是由于特殊的股权结构，他们

最终选择在境外上市。近期，特别是在

党的十九大之后， 经过中央有关部委

共同努力，现在已经有高度共识，并将

会有相关的制度落地。

对于新经济企业以何种方式回归

A

股最合适的问题，刘士余表示，这由

企业自己选择。 我们会创造工具和相

应的制度安排，让企业自己选择，但这

种工具和机制也要符合相关法律和国

际相关准则制度。

不仅监管层对新经济企业的态度

积极，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多家中

概股企业也都表现出在

A

股上市的

强烈意愿。 阿里巴巴表示，“我们在去

美国上市那一天就说过， 只要条件允

许， 我们就回来。 这个想法没有变化

过。”京东也表态，如果政策允许，京东

也非常愿意回归实现两地上市。

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

家潘向东表示，积极拥抱新经济，这既是

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所趋， 也是我国经济

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 承载资本市场拥

抱新经济的核心便是新股发行制度改

革。监管层今年推动改革势在必行，既要

坚持新股发行常态化，稳定市场预期，规

范投融资行为，又要在严把质量关的同时，

更好地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提

供更有效的支持。

潘向东指出，在机制方面，需要推动

发行制度改革，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

透明度， 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源配置

作用，推动新经济发展，优化经济结构。

商务部条法司司长陈福利 23日表示，美国 301 调查无视世贸规则，无视中国实际，无视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 我们已做好充分、全面准备，将密切关

注进展，认真评估，一旦中方利益受损，中国将坚决出手。 美东时间 3月 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 301 调查报告，指

令有关部门对华采取限制措施。受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直接影响，23日沪深股市全线重挫。上证综指失守 3200点整数位，深市三大股指跌幅均在 4%以上，两市成

交猛增至逾 6300亿元。 新华社/文 视觉中国/供图 翟超/制图

商务部：已做好充分全面准备 一旦中方利益受损将坚决出手

证监会修订行政许可实施程序 扩大暂不受理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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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A股IPO没有“邀请制”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近日， 关于首次公开募股（IPO）

规则调整的消息漫天飞舞，增加了市场

对新股发行政策的不确定性预期。市场

传言主要分为两类：一说 IPO 执行“邀

请制”，IPO从严监管是为了给“独角兽”

公司回归腾挪空间；一说在审企业要在

IPO现场检查和业绩达标 “二选一” ，

报告期 3 年内净利润合计低于 1 亿元

且最近 1 年净利润低于 5000 万元的企

业要么接受劝退撤材料， 要么接受现

场检查。 仔细分析，这两种观点均站不

住脚。

企业有选择上市地的权利，只要符

合标准就能在 A 股 IPO。不管是“独角

兽” 企业还是传统企业， 只要足够优

秀，经得起从严监管的考验，登陆 A 股

就不存在问题。 并不是所有披着“独角

兽”外衣的新经济企业都能进入 A 股，

也不是没有新经济概念的优质传统企

业就会被挡在 A 股门外。

“邀请制”的说法实属无稽之谈。在

考虑市场承受力的前提之下，监管层有

步骤有节奏地推动资本市场服务新经

济新业态，是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

有益探索，而非彻底改变现有的规则体

系。“独角兽”一词现在已被滥用，一些

企业只要披着高科技概念就自称 “独

角兽” 。 真正的“独角兽” 企业应该是

那些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 ，数量极

少且一望而知， 最终能够顺利登陆 A

股的“独角兽” 企业纯属凤毛麟角，A

股的“活水”更多还是来自传统的优质

企业。

至于现场检查， 熟悉规则的市场

人士都知道，这一模式由来已久，监管

部门从 2014 年起就开始对部分在审

企业开展现场检查， 实行 IPO 全链条

监管。 现场检查是向市场有效传导监

管压力， 督促 IPO 申请企业提高申报

质量，提醒中介机构勤勉尽责，并非要

逼迫企业撤材料。 当然，不排除有些自

认为不合格的企业在现场检查前撤回

材料， 这是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自主

行为，不是监管硬性要求，也不存在劝

退一说。

同时，报告期 3 年内净利润合计低

于 1 亿元且最近 1 年净利润低于 5000

万元的企业在不撤材料的情况下必须

接受现场检查的说法，也极不靠谱。 本

月开始， 新一轮 IPO 企业现场检查工

作开启，证监会主要对信息披露质量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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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开展检查，上述传言极不靠谱。

IPO 在审企业能否顺利过会，需

在盈利能力、业务合规、信息披露完

整度等各方面满足要求， 完全简化成

为净利润指标过于简单粗暴。 客观而

言，发行人要成功闯关 IPO，认真修炼

“内功” ， 稳扎稳打做好主营业务才

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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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正式受理

首批投资者诉祥源文化、赵薇案

证监会核发3家企业批文

筹资不超过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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