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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完善跨境违法违规线索发现机制
加大跨境操纵市场等违法线索的发现力度，细化涉及A+H股查处通报和执法衔接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日前， 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
会召开执法合作工作会议， 明确下
一步两会将在 《
内地与香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下中国证监会
与香港证监会加强监管执法合作备
忘录》项下，继续提高在市场监察、
线索通报、 协助调查等方面的合作
水平，密切关注市场波动变化、跨境
违法违规动向、两地账户异常联动，

严厉打击跨境操纵市场等违法行
为， 共同维护两地资本市场健康稳
定发展。
这是两地监管机构在沪港通项
下建立常态化执法合作工作机制
以来， 联合召开的第六次定期会
议。 会议通报了两地近期执法工作
进展情况， 研究双方加强线索发
现、信息通报、执法协同、培训交流
的相关工作。
会议认为， 加强内地和香港

证券期货执法合作是打击跨境操
纵市场等违法行为的重要机制，
是维护两地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是促
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2017 年
以来，按照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的工
作方针， 两地证监会在深化执法
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开展各
类 跨 境 执 法 合 作 事 项 176 件 ， 在
双方执法合作框架及各方积极协

助下， 成功查办了涉嫌利用沪港
通账户操纵内地上市股票的典型
案件。
会议通报了近期两地执法合作
情况， 就进一步强化执法合作机制
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是完善跨境违
法违规线索发现机制，加大跨境操
纵市场等违法线索的发现力度。 二
是细化涉及两地上市证券 （
A+H
股） 的查处通报和执法衔接机制，
做好信息沟通、调查协同、经验总

“房” 眼世界: 东南亚置业暗潮汹涌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一直以来， 国内资金对海外房
地产市场的投资热情高烧不退。 如
今， 在国内各地楼市表现分化的背
景下， 国人热衷的海外买房似乎又
暗潮汹涌， 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
变化。

泰国突然“火了” ？
“
端午假期临近，几天的时间不
好去太远的地方， 准备和朋友去泰
国玩顺便看看房子， 最近好多人都
在问那边房子。”正准备在端午假期
去泰国看房的陈先生如是说，“
在我
的印象中， 买海外房产投资不是应
该首选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吗？怎
么突然泰国就火起来了？ ”
过去，海外置业的热潮背后离
不开留学潮的因素，相较于成熟且
拥有较好教育资源的英美澳加等
市场，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却似乎越
来越受到关注，甚至柬埔寨也成为
一些海外置业者心中的投资新星。
根据居外网的数据显示，中国购房
者的兴趣最近转向马来西亚和泰
国，这两个国家被咨询的次数已超
过了美国和加拿大。 记者在居外网
等众多海外置业网站的首页也发
现，除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传
统热门国家，泰国也成为首页推荐
的国家。
陈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看中了
一套位于曼谷的公寓，约 30 平方米
的公寓要价 54 万元人民币。在他看
来，泰国房产永久产权、相对较高的
租金回报率等都是吸引之处， 而且
东南亚整体房价相较英美澳及中国
一线城市更便宜。 在泰国曼谷，不
超过 60 万元人民币的总价就可购
置一套精装公寓。 如陈先生看中的
这套公寓， 如果能够顺利出租，目
前的月租金在 2000 到 3000 元 人
民币之间。
“
我之前已经去过曼谷，当地一
些好地段的项目不预约的话还不让
看房。”陈先生回忆，“
是不是真的这
么抢手我不清楚， 但身边的确很多

人在咨询去泰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置
业的事。 ”
其实，曼谷的房价也在上涨，而
且一些片区的房价已经与深圳的房
价相当。在湄南河滨河豪宅区，整体
均价已经超过每平方米 6 万元人民
币。当地的置业顾问对记者表示，泰
国限制海外置业者购买别墅， 但其
他置业政策同本国居民一致。目前，
一般的银行最低贷款额在 40 万元
左右，公寓项目首付一般要五成。二
手交易环节部分，5 年内交易的税
费大约在 4.25%， 超过 5 年的交易
税费为 1.25%。 不过，对于如何交付
房款的问题， 置业顾问表示买家从
海外汇房款至泰国账户， 中国每人
每年外汇限额 5 万美元， 汇款时须
注明“
用途”。如果额度不够，只好加
上亲戚朋友的外汇额度。

结等有关工作。 三是强化两地执法经
验交流和人员联合培训， 为提升两地
执法人员跨境执法合作水平提供有力
支持。
近年来， 证监会不断拓宽跨境联
合监管执法空间。 在巩固和深化内地
与香港的执法合作方面， 两地证监会
开展了共同研究建立协同调查工作机
制，召开执法合作工作会议，联合举办
典型案例研讨培训班， 互派执法人员
交流实习等多项举措。

投保基金公司
将发布3期投资者教育视频
记者日前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
限责任公司了解到，6 月 13 日起公司将发布
3 期投资者教育视频。 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发布的 3 期投资者教育视频， 是投保基金公
司结合实际工作经验， 以广大中小投资者为
主要受众群体专门制作， 目的是将具有代表
性和普适性的内容通过简明易懂的动画形式
展现，直观地向广大中小投资者解读规则、提
示风险。
从 3 期内容来看，《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关
注些什么？ 》是从保护投资者知情权出发，说明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以及正规获取渠道；《
了
解一下，投资者维权方式有哪些？ 》是帮助投资
者了解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上市公司之间发
生纠纷时，如何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和解、
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进行维权；《
投资中的适
当性要如何把握？ 》是向投资者说明《
证券期货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为何是保护投资者的
第一道防线。
未来， 投保基金公司后续还将通过官方网
站和微博、 微信陆续发布投资者教育系列视频
等投保产品， 帮助广大中小投资者学习投资知
识，强化风险意识，树立理性投资理念，依法维
护自身权益。
（江聃）

真的是摇钱树？
除了个人投资者， 国内各大房
企的“
出海”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万科、万达、绿地、保利、中海、碧桂
园等国内房企均已选择布局海外房
产，其中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
业、 体育俱乐部等是目前包括房地
产在内的众多企业选择海外投资的
主要目标行业。除此之外，泰国当地
的房企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 公开
信息显示， 泰国房地产商 SANSIRI
（
尚思瑞）曾表示，该公司自 2014 年
开始发展海外市场， 主要以吸引海
外投资者于泰投资旗下小户型产品
为主。 公司 2017 年上半年 34 亿港
元的预售金额中，有四分之一即 8.5
亿港元来自海外买家。
国内多座城市发布房产调控政
策，限购、限价之声不绝于耳，收紧
的政策抑制了楼市的投资需求，海
外置业正成为一些投资者眼中新的
“
蓝海”， 反衬出海外优质房产的高
性价比，但海外置业真的是“
不用浇
水的摇钱树”？
据越南媒体报道， 芽庄房价因
为来自海外强大的购房需求而快速
上涨， 大量游客借着在芽庄旅游而
寻找机会。芽庄一个楼盘，从不久前

的每平方米 700 万越南盾 （
约合
1960 元人民币） 快速涨至目前的
1000 万越南盾，泰国一线城市房产
价格已经较越南一线城市高出一倍
不止。有投资者表示，东南亚地区多
为旅游目的地，中国人比较熟悉，旅
游还能带来租赁预期， 有着高于国
内房产的投资回报率。
不过，有已经在当地置业的购
房者对记者表示，泰国等东南亚国
家置业也不是没有缺点， 比如高
昂、不透明的物业管理费，不规范

的房产中介。 此外，除了曼谷这类
大城市，芭提雅、普吉等城市的交
通配套还有待完善，也为房地产投
资带来不确定因素。 易居研究院智
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对于
泰国市场而言认购容易抛售难，在
税费政策和物业政策方面的变动，
可能会影响投资收益和变现程度。
而且海外的政治因素、汇率波动等
都可能会对投资收益形成一定的
影响，这是投资者和企业都应该注
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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