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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并购重组审核效率提速 分道制方案将完善

万华化学吸收合并万华化工从受理至审核通过用时仅12个工作日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审核快慢

显示着监管的考量。 证监会新闻发

言人常德鹏昨日表示， 证监会将一

如既往积极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完善“分道制”方案，进一步压缩

审核时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研究优化并购重组流程和监管机

制， 配套完善上市公司停复牌制度

和交易所问询制度， 研究探索小额

快速并购制度， 运用科技手段保障

并购重组提质增效， 更好服务实体

经济。

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并购重

组更为活跃， 上市公司共实施并购

重组

2047

单， 接近去年全年水平，

交易金额

1.1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40.5%

。 从并购方行业来看，涉及房

地产开发、生物医药、通讯、食品加

工、物流、基础建设等行业。

常德鹏介绍，近年来，证监会

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 深化并

购重组市场化改革。 通过大幅取

消和简化行政许可， 目前

90%

以

上的并购交易已无需证监会审

核，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 与此同

时，针对市场约束机制相对薄弱环

节，证监会完善监管规则，严格重

组上市监管，重拳打击“忽悠式”、

“跟风式” 重组等乱象， 遏制投机

“炒壳”， 营造规范发展的市场环

境，促进市场估值体系回归理性，

为加快审核、 做好服务奠定坚实

基础。

统计显示， 今年上半年证监会

共审核并购重组项目

57

单。其中已

通过项目共

51

单 ， 通过率为

89.5%

； 未通过项目共

6

单， 占比

10.5%

。 而去年同期，并购重组过会

率为

92.4%

。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表

示，今年以来，并购重组市场保持着

监管趋严、交易热度不减、提质增效

明显的态势。但是也不难看出，在监

管趋严的背景下， 今年以来并购重

组通过率有所下滑。 从整体情况来

看， 并购重组仍是我国促进经济转

型升级、 服务实体经济的一大重要

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万华化

学吸收合并万华化工申请获得并

购重组委审核通过。 本次重组从受

理至过会， 审核用时仅

12

个工作

日，实属高效。

常德鹏表示， 证监会正着力提升

审核效率， 以优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项目为引领， 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万华化学上市

17

年来，净利润

增长

265

倍，现金分红总额

138.97

亿

元，是募集资金的

4.71

倍。 作为国有

高科技上市公司的代表， 万华化学此

次吸收合并申请能够快速审核、过会，

体现了证监会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的坚定决心。

证监会核发2家IPO批文

募资额不超10亿元

昨日， 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准了

2

家企业

的首发申请， 包括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和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表示， 上述企业及其承销商将分

别与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日程， 并陆续刊登

招股文件。 上述两家企业筹资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 （程丹）

证监会建立

行政处罚专家库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昨日表示，近日，

证监会在充分总结吸取前期邀请专家参与案件

讨论经验基础上，建立了法律、会计、评估、金融

等相关领域的行政处罚专家库， 包括中国政法

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在内的法学家、知名学者、

政府部门资深专家和行业精英成为加入专家库

的首批专家。

常德鹏表示，随着资本市场日新月异，违法

行为花样不断翻新、数量持续增加、表象日趋复

杂。行政处罚专家库的建立，有利于充分听取专

家意见， 借助专家力量更好解决行政处罚工作

中遇到的复杂问题，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提

升执法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证监会将用好

专家资源，继续依法全面从严执法，不断净化市

场环境，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应松年教授被誉为行政法学界的泰斗级人

物， 是国内一系列行政法律法规颁行的实际参

与者和有力推动者。 应松年教授被学生广为传

颂的经典语句是：“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你都

要想一想，这件事情对老百姓有益吗？ ”

（江聃）

境外金融机构首次入市

参与地方政府债券分销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8

月

16

日， 广东省政

府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客户

服务中心， 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面向

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成功发行 “粤港澳大

湾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总额为

341.9

亿

元，期限为

5

年期，利率

3.71%

。

本次发行是广东省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同

推进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 由澳门金融

机构参与广东省地方债投资， 推动粤澳金融合

作，充分发挥粤澳在经济建设、市场化程度、政

府透明度和资金管理等方面优势的重要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 本期债券对应粤港澳大湾

区相关地市（广州市、珠海市、佛山市、东莞市、

中山市）土地储备项目，成为全国首只多地市土

地储备项目集合发行的地方政府项目收益专项

债券。 本次债券发行还首次吸引了多家澳门境

外机构通过结算代理方式参与债券分销， 开创

了境外机构投资地方债的新渠道。

伴随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

高， 境外机构投资者增持人民币债券的热情持

续高涨。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境外投资

者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超过

1.6

万亿元， 其中

持有中国国债规模近

1

万亿元， 占国债存量的

比例超过

7%

。

中央结算公司作为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门

户和通道，截至

7

月末，支持

693

家境外机构通

过直接入市方式开户， 直接入市境外机构持有

债券余额超过

1.35

万亿元；支持

141

家境外机

构通过“债券通”间接入市方式开户，间接入市

境外机构持有债券余额超过

550

亿元。

（孙璐璐）

并购重组成内幕交易易发高发地带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领域已成为

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易发、 高发地

带。

8

月

17

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常德鹏通报了近期证监系统处罚的

7

宗内幕交易案， 其中

6

宗与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事项相关。

具体来看， 证监会依法对王麒

诚、杨涛内幕交易“汉鼎宇佑”案作

出处罚， 对王麒诚处以

40

万元罚

款，对杨涛处以

20

万元罚款；依法

对王智斌内幕交易 “汉鼎宇佑”案

作出处罚，责令王智斌依法处理非

法持有的证券， 并处以

30

万元罚

款；依法对缪路漫内幕交易“汉鼎

宇佑”案作出处罚，责令缪路漫依

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

所得

28523.81

元， 并处以

10

万元

罚款；依法对边炯内幕交易“摩恩

电气”案作出处罚，没收边炯违法

所得

104.2

万元， 并处以

312.6

万

元罚款； 依法对许海霞内幕交易

“神州数码”及泄露内幕信息案作出

处罚， 对许海霞处以

15

万元罚款，

其中内幕交易行为罚款

5

万元，泄

露内幕信息行为罚款

10

万元；依法

对严谨内幕交易“神州数码”案作出

处罚，对严谨处以

15

万元罚款。 江

苏证监局依法对周琳内幕交易“江

南水务”案作出处罚，没收周琳违

法 所 得

938.79

万 元 ， 并 处 以

1877.58

万元罚款。

常德鹏强调， 资本市场是信息

市场， 克服内外信息不对称的市场

缺陷， 保证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经营

信息的公平获取， 是保障广大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和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的题中之义， 部分上市公司内部

人及其利益相关方利用信息优势进

行内幕交易，妄图非法获利，严重扰乱

资本市场发展秩序， 侵害了广大投资

者的合法利益，必须严惩。

常德鹏表示， 证监会将对该领域

发生的违法行为予以持续严厉打击，

坚持常抓不懈， 持之以恒打击内幕交

易违法行为，不断强化监管执法，督促

相关内幕知情人律己慎行， 保守公司

经营秘密，恪守职业道德，一旦触碰法

律底线，绝不姑息，必严惩不贷。

监管加大对评级机构违规行为处罚力度

大公评级受严重警告处分 暂停相关业务一年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昨日，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发布公告称，经交易商协会

2018

年

第

8

次自律处分会议初审、

2018

年

第

9

次自律处分会议复审， 决定给

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严重

警告处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暂停

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

随后，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也

表示， 证监会决定给予大公评级严

重警告处分， 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

场相关业务一年。

大公评级此次遭受的处罚，是

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对评级机构进

行的最为严厉的惩戒， 这次执法行

动也是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采取的

首次联合惩戒行动。 这再次暴露出

评级行业存在的评级虚高、 经营利

益冲突等问题。 多位受访的评级业

和监管部门人士表示， 未来监管会

进一步加大对评级行业的整顿和监

管协调，规范评级行业发展。

暂停相关业务一年

交易商协会表示， 经查，

2017

年

11

月

~2018

年

3

月，大公评级在

为相关发行人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

同时， 直接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

务，收取高额费用。 同时，在交易商

协会业务调查和自律调查工作开展

过程中， 大公评级向协会提供的相

关材料存在虚假表述和不实信息。

经两次自律处分会议审议， 大公评

级上述行为明显违反 《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业务自律指

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

自律处分规则》相关自律规定，违规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影响负面，决

定给予大公评级上述自律处分。

交易商协会表示， 信用评级机

构作为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的重要中

介机构，应当恪守独立、客观、公正

的基本原则，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

人”的应有作用。信用评级机构直接

为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严重背

离独立原则， 为银行间债券市场相

关自律规则所禁止。 大公评级的违

规行为，违反行业规范、业务规则和

合规运行基本要求， 对市场造成了

严重的不良影响。

证监会也表示，近日，北京证监

局联合中国证券业协会对大公评级

进行现场检查，检查中发现，一是大

公评级与关联公司公章混用， 内控

机制运行不良，内部管理混乱；二是

在为多家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

时， 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

额费用，违反独立原则；三是部分高

管委员及评审委员， 委员资格不符

合要求； 四是个别评级项目底稿资

料缺失，模型计算存在数据遗漏等。

上述问题违反了 《证券评级咨询业

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北京

证监局拟责令大公评级限期整改，

期限一年， 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

证券评级业务， 更换不符合条件的

高级管理人员。

大公评级此次遭受的处罚，是

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对评级机构

进行的最为严厉的处分。 尤其是处

罚结果中提到的“暂停债务融资工

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 具体何意？

有评级机构人士分析认为，新增的

债券主体评级业务会被暂停，但对

于存续期债券的跟踪评级业务如

何安排，这仍需看监管是否要进一

步明确。

针对大公评级在为发行人开展

评级服务的同时， 直接向受评企业

提供咨询服务的违规问题， 北京一

评级机构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 目前国内的评级机构普遍都开

展“评级

＋

咨询”业务，如何建立防

火墙、 有效地避免利益冲突是一个

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其他几家评级

公司的业务模式看， 有的是将咨询

业务剥离，单独成立子公司，并面向

投资人而非发行人开展咨询业务。

相比之下，大公评级的“评级

＋

咨询”业务步子迈得大了些。光大证

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对记者

表示， 大公评级所评债券中，

AA+

（含）以上级的同比增速显著高于全

市场的整体水平， 大公评级与市场

整体水平的偏离于

2017

年四季度

开始迅速扩大，巧合的是，大公评级

于该时段发展了“评级

+

咨询”的业

务模式。

“以当前的数据来看，评级虚高

并非行业性的问题， 仅仅存在于个

别评级公司。

2017

年初至今，大公

评级的上调率为

19.16%

，处于银行

间各评级公司的首位， 且远高于市

场平均水平。 ”张旭说。

强化跨市场统一执法

大公评级此次遭受的处罚，被

看作是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针对

债市违规行为采取的首次联合惩

戒行动，未来这种联合惩戒行动还

会更多。

一接近交易商协会人士对记者

表示， 我国评级行业存在的评级虚

高、利益冲突违规等问题由来已久，

这也导致了市场对评级机构评级结

果的公正性、客观性的质疑，不少大

型金融机构甚至不看外部评级，而

是建立自己内部的评级体系。 今后

监管部门会加大对评级机构的调查

力度。

不过，上述人士表示，现实中遇

到的一个尴尬的问题是， 交易商协

会是属于行业自律组织， 对于成员

机构所做的违规行为只能按照行业

自律规章制度进行自律处分， 并无

行政执法权。

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对

债券市场各类参与机构违规行为的

严惩，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推动建立

跨市场统一的执法机制。 央行发布

的《

2018

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

报告》 就新增了健全债券市场制度

发展的表述，如完善发行、评级等制

度建设， 加快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

执法机制，打击市场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投资者利益等。

“证监会有行政执法权，且还与公

安机关有合作机制， 公安机关有侦查

权，加强两个债券市场的统一执法，可

以借助证监会的行政执法权， 加大对

债市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和处罚力

度，尤其是在欺诈发行方面。 ”上述接

近交易商协会人士称。

证监会也表示， 将与央行继续加

强监管协作， 深入贯彻公司信用类债

券部级协调精神， 进一步推动银行间

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

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公共利

益，保证信用评级行业规范发展。

视觉中国/供图 官兵/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