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企业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配套制度发布

配套规则包括多个规范性文件及深沪交易所交易细则，政策出齐资本市场正式拥抱新经济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关于创新企业发行股票或存托凭

证试点的政策出齐。

昨日晚间， 证监会会同银保监会

联合发布了 《关于商业银行担任存托

凭证试点存托人有关事项规定》 并修

订发布有关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此举

主要是为了支持创新企业发行股票或

存托凭证试点， 进一步健全试点工作

相关配套制度。

具体来看，配套制度包括了发布

修订后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简称 《管理办法》）、《创新企业境内

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上市后持续监

管实施办法 （试行）》（简称 《实施办

法》）、《存托凭证存托协议内容与格

式指引 （试行）》（简称 《存托协议指

引》），以及深沪交易所发布试点创新

企业上市交易配套业务规则等，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商业银行担任存托凭证试

点存托人有关事项规定》 明确了商业

银行担任存托人的资质条件、 审批程

序和持续监管要求等。 要求商业银行

开展存托业务， 除需获得银保监会批

准外，还应报经证监会批准。商业银行

申请担任存托人需满足最近一年的资

本净额不低于

4000

亿元人民币或等

值可兑换货币；在纽约、香港等地区合

计拥有

5

家以上境外机构， 且在纽约

或香港地区的机构应具有股票托管业

务资格； 组建了存托业务独立部门或

专业团队，配备充足的专职人员，并全

面实施分级授权管理等要求。

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将存托凭证

纳入适用范围， 明确市值申购的计算

包含存托凭证；允许发行规模

2000

万

股以下的企业也可通过询价方式确定

发行价格；改进回拨机制，网上投资者

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50

倍、低于

100

倍

（含）的，应当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

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100

倍的， 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40%

； 网上投资者有效

申购倍数超过

150

倍的， 回拨后无锁

定期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10%

。

《实施办法》在公司治理、信息披

露、收购及股份权益变动、资产重组的

规范要求以及股权激励、 现金分红的

信息披露等方面作出相应安排， 兼顾

了试点创新企业的特殊性与境内上市

公司的一般监管要求， 也对不同类型

的创新企业体现分类监管原则。《存托

协议指引》 主要是规范存托协议的制

定，明确基础证券发行人、存托凭证持

有人和存托人权利义务关系， 以保护

存托凭证持有人合法权益。

深沪交易所在试点创新企业股票或

存托凭证上市交易相关配套业务规则中

明确， 证券公司应当制定创新企业股票

或存托凭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工

作制度， 全面了解参与创新企业股票或

存托凭证业务的客户情况， 提出明确的

适当性匹配意见。 要求投资者在首次参

与创新企业股票或者存托凭证网上发行

申购、交易前，以书面或电子形式签署相

关风险揭示书。 客户未签署风险揭示书

的， 证券公司不得接受其申购或者买入

委托。

深沪交易所的配套业务规则还强化

了信息披露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针

对试点创新企业可能存在特定经营风险

以及红筹公司具有投票权差异、 协议控

制架构等特殊安排的情形， 强化试点创

新企业的信息披露责任和风险揭示，将

投资者保护的相关要求，贯穿到上市、交

易和持续信息披露等各个业务环节。

证监会部署打击股市“黑嘴”铲除毒瘤

针对当前市场反映强烈的股市“黑嘴”违法从事投资咨询业务，误导投资者参与交易，甚至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伺机实施操纵市场等不公平交易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突出问题，证监

会前期专门部署开展今年第一批专项执法行动，统筹组织调配系统执法单位，集中查办股市“黑

嘴”相关案件。 从信息传播的形式看，互联网、自媒体成为虚假信息散布传播的主要载体。

A2

*

ST皇台市值跌破10亿 3000点附近“白菜股”扩容

A5

蒋锋：推进“一带一路” 资本市场国际合作

A2

2018�年 6 月

星期六

16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主 管

社

今日164版 第7369期

A叠12版 B叠152版

证券时报社

主 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44-0157� �邮发代号：45-91� �证券时报社出版 订报热线：0755-83501737� �读者热线：0755-83501631� �广告热线：0755-83501668�

习近平致信祝贺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强调

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据新华社电

在人民日报创刊

70

周年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

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新闻工作者

和离退休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人民日报

是党中央机关报。

70

年来，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人民日报坚持政治家办

报和党性原则，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

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热情报道人民的伟大实践，在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创造了光荣历史。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已经开

启。人民日报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职责使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

优良传统，深化改革创新，加强队伍

建设， 改进宣传报道， 讲好中国故

事，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不断提升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15

日上午，人民日报社举行庆祝

创刊

70

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大会并讲

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牢牢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深入人心，壮大主流舆论，传播主流

价值，做宣传新时代、记录新时代、讴

歌新时代的排头兵。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人民

日报社负责人和老职工、 青年记者编

辑代表先后发言。

1948

年

6

月

15

日， 人民日报在

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

1949

年

8

月

1

日， 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共

中央机关报。 经过

70

年发展，人民日

报社现拥有报纸、杂志、网站、客户端

等

10

多种载体，

400

多个发布终端，

覆盖用户总数达

7.86

亿。

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

成员大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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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的贺信

� � � � 值此人民日报创刊

70

周年之

际，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

的祝贺！ 向报社全体新闻工作者和离

退休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

70

年

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日报

坚持政治家办报和党性原则，与党和

人民同心同德，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热情报道人民的伟大

实践，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

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创造了光

荣历史。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征程已经开启。 人民日报要深入学习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 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职责使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

优良传统， 深化改革创新， 加强队伍建

设，改进宣传报道，讲好中国故事，构建

全媒体传播格局，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18

年

6

月

15

日

人民日报记者雷声/摄

一场历史剧

正在资本市场上演

证监会：对创新试点企业从严审核已要求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科学设计发行方案，促进专业

证监会：对创新试点

企业从严审核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证监会昨日正面回应创新试点企

业审核速度较快和估值问题。 证监会

新闻发言人高莉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证监会对创新试点企业相关审核工作

均依法依规开展， 坚持条件标准不降

低，程序环节不减少。 同时，证监会要

求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科学设计发行

方案， 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和风险约

束机制， 促进专业机构投资者积极参

与，维护市场稳定。证监会提醒境内投

资者要充分认清投资风险， 不要跟风

炒作、盲目追高，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高莉表示，无论是一般首次公开

募股（

IPO

）企业，还是申报试点的企

业，证监会一律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监

管要求，严格审核，严把入门关，防止

“病从口入”。 证监会初审部门和发审

委相关审核工作均依法依规开展，对

试点企业从财务和非财务角度，全方

位、多维度依法进行审核，在审核的严

格程度方面，较一般

IPO

企业要求更

高。 不仅要求试点企业严格符合发行

上市条件，而且必须从保护投资者利

益出发，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

确、完整的披露信息，尤其是要结合创

新企业投入大、风险高、易被颠覆等特

点，充分向投资者揭示风险。

此外，在审核过程中，证监会严格

督促保荐机构、律师和会计师归位尽

责，按照试点规则和信息披露要求，做

好试点企业尽职调查和质量把关工

作。 证监会将不断加强对发行人和中介

机构的监管， 对相关工作中出现欺诈发

行、违规信息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将

依法从严处理。

针对近期媒体对创新企业估值的评

论和猜测，高莉表示，试点企业能否被市

场接受、被投资者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公司上市后长期持续的业绩表现，

取决于公司能否为广大投资者带来长期

稳定的回报， 尤其取决于发行定价的合

理性。发行价格如果定在不合理高位，将

可能导致上市后破发等一系列问题，影

响创新试点企业的形象， 损害投资者和

市场各方的利益。

她指出， 创新企业上市初期可能在

被炒高之后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风险。

近期，境内外市场均有类似案例，不少投

资者蒙受损失。 证监会特别提醒境内投

资者要充分认清创新企业的投资风险，

谨慎参与试点企业的投资， 不要跟风炒

作、盲目追高，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高莉强调， 证监会已对创新试点企

业发行定价提出明确要求： 一是要求发

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根据企业各自的情

况，科学设计发行方案，对机构投资者参

与询价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和风险约束

机制，促进专业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认

真研究、审慎报价；二是要求机构投资者

切实发挥其在询价过程中的作用， 发挥

其专业优势，保持应有的独立、客观、审

慎， 实现试点创新企业的合理估值和定

价，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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