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主编：何敬东 编辑：王昭丞 2018 年 6 月 16 日 星期六

Tel

：(0755)83514124

News

要闻

证监会部署打击股市“黑嘴” 铲除毒瘤

突出围绕编造市场虚假信息等三大重点方向查证认定违法行为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日前，证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黄

炜在上海召开案件调度推进会， 集中督

办今年第一批专项执法行动部署的

8

起

市场“黑嘴”相关案件。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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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初步查办掌握的情况

看，这批案件具有主体身份复杂、行为方

式隐蔽、违法构成多元竞合的特点。从行

为涉及的主体看， 既有持牌咨询机构和

分析师，也有网络工作室、大

V

、博主等

并未取得业务许可的机构和人员， 还有

从事客户招揽、非法营销、信息散布的辅

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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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通过微博、股吧、博客、视频直播

等公开平台进行的“一对多”客户招揽，

也有通过微信、

QQ

私聊、建群等推送信

息“点对点”诱导投资者。 从涉嫌违法行

为的类型看，有的涉嫌编造、传播证券

期货虚假信息， 有的涉嫌蛊惑交易，有

的涉嫌“抢帽子”交易，有的通过组织团

队诱骗投资者入群入会涉嫌非法经营

咨询业务。

高莉介绍， 这批案件具有不同于过

往单一违法行为案件查办的复杂性，特

别是通过网络虚拟空间实施违法行为的

特殊性给案件查办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

难度和挑战。一是主体身份识别难，特别

是信息端行为和交易端行为的关联查证

十分困难。 二是资金转账普遍通过支付

宝和微信渠道，而且往往经过多道转账，

有的故意采用花样手段掩盖多点合谋真

相，资金关联锁定难度大。三是虚假信息

初始来源较难追溯， 信息传播路径不易

复原。 四是部分具有明显市场危害性的

新颖违法手法的认定具有特殊性， 一线

办案人员急需业务指导。

调度推进会集中围绕办案单位反映

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

论， 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这批案件办理的

指导意见和工作思路。 一是明确办案方

向，突出围绕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操纵市

场、 非法投资咨询三个重点方向查证认

定违法行为；二是把握调查方法，既要从

主体、交易、资金等传统路径开展调查，

也要着重围绕信息形成、 传播等传递路

径深挖细查；三是讲究工作策略，坚持先

外围后中心的工作原则， 尽最大可能先

行取得外围证据，最终实现突破；四是注

重借助外力， 既要用足用好证监会监管

执法资源， 也要积极争取公安网信等外

部力量的支持； 五是主动做好相关法律

适用问题的预研预判， 调查单位要根据

调查掌握的事实情况， 及时提出建议意

见，证监会机关稽查、法律、处罚等部门

要及时研判，提供专业支持。

高莉指出，股市“黑嘴”及其衍生的

违法行为严重扰乱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

序和公平交易秩序， 是危害市场健康运

行的“毒瘤”。 坚决打好这场专项执法行

动攻坚战，对有效震慑违法行为，铲除市

场“毒瘤”，切实维护市场信息传播和公

平交易秩序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 各

办案参战单位要高度重视，全力投入，确

保完成既定工作目标。

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

成员大换血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国务院办公厅

15

日公布新

一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

员，主席为央行行长易纲，委员包

括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 发改

委副主任连维良、 财政部副部长

刘伟、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央行行

长助理刘国强、 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证监

会主席刘士余、外汇局局长潘功

胜、 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田国

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

长刘世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

伟、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马骏。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央行

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

按惯例，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每

个季度均会召开例会， 讨论下一

阶段货币政策。

此次有

6

位新任命的委员，

其中，刘世锦、人大校长刘伟、马

骏作为经济金融专家委员接棒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

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黄益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副院长白重恩， 加入到央行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团队中。 上一

届的樊纲、 黄益平和白重恩任期

已满，不再担任。

其它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

调整主要是因为央行和财政部等

部委领导班子的变化。例如，原央

行行长周小川、 原财政部副部长

史耀斌、 原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

晓慧不再出任新一届货币政策委

员会委员，财政部副部长刘伟、央

行行长助理刘国强首次出任货币

政策委员会委员。此外，央行副行

长陈雨露再次出任货币政策委员

会委员。

目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

家委员三年一届。 证券时报记者

获得的近日九部委发布 《“十三

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指出，要

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 坚持中

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制定

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 按程序向

党中央报告， 重大宏观经济政策

事项由党中央讨论决定， 建立健

全多层次的货币政策决策咨询体

系， 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前

瞻性。 发挥好货币政策委员会在

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的重大决

策支撑作用， 完善货币政策委员

会的组成和职责， 增加专家委员

比例，延长专家委员任职期限。

现年

63

岁的刘世锦， 曾在

2005

年至

2015

年的十年间担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

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 经济制度

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

政策等。现年

61

岁的人大校长刘

伟，研究领域主要在政治经济学、

转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方向。

马骏与央行的渊源更深，他

在

2014

年

~2017

年担任央行研

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这期间频繁

出现在公众视野， 就中国的货币

政策、汇率等热点问题发表评论，

被外界称为“央行的发言人”。

蒋锋：推进“一带一路” 资本市场国际合作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上交所总经理蒋锋昨日在第十届陆

家嘴论坛上表示， 上交所应当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积极探索、支持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机结

合，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资本市场国际

合作。

蒋锋表示，自从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以来，已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 “一带

一路”是一项长期建设，大部分项目涉及

到公用事业、能源、交通、航运等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对长期项目资金需求巨大。

他说， 央行行长易纲前一天在致辞

中已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投融

资支持。同样地，近年来在中国证监会的

领导下， 上交所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的

精神，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资本市场国

际合作。

蒋锋介绍， 上交所目前开展的相关

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方面。一是加强

与沿线国家资本市场的交流。从

2015

年

至今， 上交所已经与沿线

8

个交易所或

国际金融中心，包括阿斯塔纳、巴基斯坦

证券交易所、 达卡证券交易所等签署了

入股协议， 并先后举办了

7

次大型国际

论坛。除了交易所层面合作外，上交所也

在探索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资本市场提供相关培训。

例如，

2017

年上交所为越南胡志明交易

所、 阿斯塔纳交易所提供了业务和技术

交流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是开展与沿线国家交易所的深度

合作。

2015

年

10

月上交所与德意志交

易所、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法兰克福

合资设立中欧国际交易所以来， 上交所

先后完成联合入股巴基斯坦交易所，参

股阿斯塔纳交易所， 联合入股达卡证券

交易所， 进一步促进了交易所之间的实

质性、务实性合作。 比如说，大家从青岛

海尔的公告中了解到， 中欧所正在积极

推进青岛海尔等境内上市公司到中欧所

发行

D

股。此外，阿斯塔纳交易所也正在

研究“一带一路”沿线交易所相关产品。

三是积极推动沿线国家企业在上交

所发行熊猫债券， 拓宽沿线国家优质资

源的融资渠道。 去年上交所发布了服务

“一带一路”的建设愿景和行动计划，作

为纲领性文件，它明确了深化交易所合

作机制、推进资本市场交流合作、提升

投融资服务水平、强化信息与技术合作

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可以弥补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缺口，

同时建立相关各方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

的机制性安排，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和

命运共同体。

蒋锋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

组织青岛峰会上发表了“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上交所将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

神， 联合沿线交易所及资本市场相关各

方加强合作，共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

资本市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局面。

他说，

2017

年上海发布了上海服务

国家“一带一路”、发挥桥头堡建设的行

动方案。 上交所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作为重要的

发行和交易场所， 应当发挥更加重要作

用， 积极探索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机结合。

深交所全面深化

与南亚地区资本市场合作

证券时报记者 吴少龙

6

月

15

日，中国—南亚合作

论坛金融合作发展战略研讨会在

昆明举行。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应

邀出席并做主旨发言， 介绍了深

交所在中国证监会统一领导下，

重点开展与南亚资本市场深度合

作，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

在战略入股方面，

2018

年

5

月， 深交所牵头中方联合体战略

入股孟加拉国达卡证券交易所

25%

股权， 双方正在积极推进交

易技术、市场培育、产品开发等重

点领域的合作， 助推两国资本市

场和实体经济全面融合发展。

2016

年

12

月， 深交所参与的联

合体战略入股巴基斯坦证券交易

所

40%

股权，为深化中巴两国金

融合作、 促进两国实体经济发展

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资本对接方面， 深交所打

造了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和投

资机构偏好的跨境投融资信息服

务平台“燧石星火”（

V-Next

），提

供经济、高效、透明的投融资对接

渠道，并于

2017

年

4

月和

6

月先

后为

16

家印度和巴基斯坦本土

特色企业项目进行线上路演和线

下对接， 营造跨境投融资生态体

系，便利跨境信息交流，促进跨境

资本形成。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 深交所将以建设全球领先

的创新资本形成中心为目标，继

续深化与南亚地区资本市场合

作，和国内外各市场参与方一道，

重点推进金融基础设施、 跨境信

息服务、 跨境产品创新以及市场

能力提升等方面工作：一是强化

与南亚资本市场在证券市场基

础设施领域的深度合作，完善技

术支持和服务体系，探索推动全

方位技术、市场和设施的联通与

共享； 二是充分发挥

V-Next

跨

境投融资信息服务平台作用，共

享资源渠道， 共建合作网络，为

南亚国家和地区特色创新企业

提供包括融资项目展示和路演、

项目评估、企业培训等在内的全

链条服务，打造更完善的跨境金

融服务生态体系；三是丰富跨境

投融资工具和产品，为更多主权

政府和企业发行熊猫债、“一带

一路”债、跨境资产证券化等产

品提供便利，积极推进跨境指数

及基金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满足

投资者多样化资产配置需求；四

是强化经验交流和分享，提升南

亚地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

证监会核发2家首发申请

募资不超10亿

昨日， 证监会核准了

2

家企

业的首发申请， 包括浙江芯能光

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东方

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均为在

上交所主板上市企业。

证监会表示， 上述企业及其

承销商将分别与上交所协商确定

发行日程， 并陆续刊登招股文

件。上述企业筹资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 （程丹）

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促规范运作

强化机构投资者职责；对上市公司治理的新问题作出规范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近期，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进行修订，自

6

月

15

日起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准则》增强了机构投资

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规定，确立了环境、社

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框架，目

的在于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提升上

市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

2002

年《准则》发布实施以来，对于推动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指导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促进上市公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

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数量稳步增长，类型

逐步丰富，投资者结构日趋多元，以《公

司法》、《证券法》为基础的上市公司监管

法规体系不断完善， 同时上市公司治理

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修改完

善《准则》具有现实必要性，也具备了较

好的法制和实践基础。 与此同时，

199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公

司治理原则》也经历了

2004

年、

2015

年

两次修订。 因此，有必要修改《准则》，吸

收借鉴公司治理国际先进经验， 更好地

与国际接轨。

《准则》修订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中国国情、借鉴

国内外经验，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治理、规

范运作、提高质量，注重保护投资者尤其

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促进资本市场

稳定健康发展。修改内容主要包括，一是

紧扣新时代主题， 增加了在上市公司治

理中落实新发展理念， 加强上市公司党

建工作， 促进上市公司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履行扶贫等社会责任的要求。二是立

足我国国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特

点， 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保护相关内容， 强化了对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

约束。三是借鉴国际经验，增加了机构投

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有关规定， 注重发挥

中介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强

化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确立了环

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

ESG

）信息披

露的基本框架。 四是对上市公司治理的

新问题作出规范， 强化了上市公司控制

权变动过程中各方保持上市公司治理稳

定的义务， 对独立董事强化职权并规范

要求，健全上市公司评价与激励机制，完

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 增强上市公

司透明度。

高莉介绍，下一步证监会将根据《准

则》，制定或修改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

督促指导证券交易所、 协会等自律组织

完善相关自律规则，对《准则》的原则性

规定予以明确和细化，逐步构建“

1+X

”

的上市公司治理规则体系， 切实提高上

市公司治理水平。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