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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发布监管问答要求

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证监会昨日发布监管问答要求，
上市公司及其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交易
各方， 以及提供服务的证券公司、证
券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应当切实履
行保密义务，做好重组信息管理和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
具体来看，上市公司应当于首次
披露重组事项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
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前述首次披露
重组事项是指首次披露筹划重组、披
露重组预案或披露重组报告书孰早
时点。 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事项至
披露重组报告书期间重组方案重大

调整、终止重组的，或者首次披露重组
事项未披露标的资产主要财务指标、
预估值、拟定价等重要要素的，应当于
披露重组方案重大变化或披露重要要
素时补充提交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事项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证券交易所可以视情
况要求上市公司更新内幕信息知情人
名单。
上市公司应在披露重组报告书时
披露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自查报
告；股票交易自查期间为首次披露重
组事项或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牌
（
孰早）前 6 个月至披露重组报告书。
上市公司披露重组报告书后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终止重组的，应当补充披露

股票交易自查报告；股票交易自查期
间为披露重组报告书至披露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或终止重组。
上市公司披露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时，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应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上市公司披露股票交易
自查报告，暂无法及时提供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就相关单位及自然人二级市
场交易情况出具的文件的，可在后续
取得相关文件时补充提交。
上市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交内幕
信息知情人名单时，应一并向所在派
出机构报告名单。 各派出机构可根据
需要对辖区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的内
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等防
控工作实施专项现场检查。

并购重组是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易
发、高发地带。 证监会此举旨在从前端通
过责任认定、 信披强化等方式让知情人
自觉地减少信息传递。 2018 年，证监会
全年共处罚内幕交易类案件 87 起，比
2017 年高出 27 起。 其中，有 57 起所涉
内幕信息与资产并购重组事项相关。
一位证券公司的并购重组人士认
为， 并购重组事项筹划周期长、 牵涉面
广，且对市场具有重大影响，极易成为不
法行为人用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
并购重组将使得上市公司基本面发生较
大变化， 尤其是重组上市有脱胎换骨的
效果， 能对二级市场的股价产生重要影
响。 证监会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
度能够遏制不法暴利，维护市场秩序。

近60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 康恩贝回购金额近6亿
截至昨日20时30分，当天已有59家上市公司披露回购股份进展公告。其中沪市公司26家，
深市主板公司9家，中小板公司12家，创业板公司12家。 这些公司中，有15家回购金额已经过
亿：截至1月31日，远兴能源回购金额为4.6亿元，康恩贝回购金额达5.85亿元。 （详见A7版）

外储实现三连升
1月环比上升152亿美元

猪年开门红 基金看好行情提升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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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蓝田回A” 争议的背后
玉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人或其他不得收
购上市公司的情形；中国蓝田是否存在不
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需要指出的是， 除了饱受质疑的受
让方，东方金钰本身也问题缠身。 譬如，
兴龙实业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已因为上市
公司提供担保被轮候冻结查封， 相关解
除查封事宜需与有关债权人协商， 尚存
不确定性；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
监会日前对东方金钰立案调查， 如最终
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股票不排
除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可能。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东方金钰尚未回复问询，但查阅工商
信息，瞿兆玉与中国蓝田均未被显示为失

猪年首个交易日A股开门红，市场做多热情被激活。 终盘上证指数涨1.36%，时隔一年后再次站上半年线，创业板指更大涨3.53%，两市放量成交至近3200
亿。 题材股全线活跃，春节概念股人气爆棚，通信、软件服务、5G概念等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的科技题材板块也集体爆发。 目前市场解读以乐观为主，认为2018年影
响市场的各种负面因素边际效应下降，今年的行情会明显好于去年，有望迎来金猪行情。 多位公私募人士也认为，流动性宽松、财政积极、美联储加息放缓、中美贸
易谈判值得预期等多重因素，使得市场出现好的开局。 当前公私募仓位均有提升，可以寻找一些细分领域机会。 （详见A4、A9版）
周靖宇/制图

东方金钰宣布易主消息，由于拟接

信人。 参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从

盘方中国蓝田曾有“黑历史”， 瞬间引

目前不多的信息看， 中国蓝田暂不存在

发外界一片质疑。

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此外，蓝田股

“中国蓝田”让人联想到曾经的退
市公司蓝田股份：2001 年 8 月，证券时

份当初涉及财务造假， 但由于当时并没

报首发《五 问 蓝 田 股 份 》系 列 文 章 ，质

表经追溯调整后连续三年亏损而退市。

疑蓝田股份财务造假， 由此引发证监

这就引出另一重问题，即：若中国蓝

会进驻调查。 同年 10 月，刘姝威一篇
发 表 在 《金 融 内 参 》的 质 疑 文 章 ，使 蓝
田股份的财务造假案进一步轰动全国。

田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收购资格，是否存
在制度漏洞？ 监管层是否有必要阻断其回

中国蓝田时为蓝田股份的母公司，

中国蓝田是否还存在“造假基因”？ 会否引

其法定代表人瞿兆玉亦时为蓝田股份

发其他有“黑历史”企业的效仿？ 应该以怎

的法定代表人。 瞿兆玉此番卷土重来，

样的尺度对待有诚信污点甚至是违法犯

注定这笔交易将伴随巨大的争议。

罪记录的公司？

实质上，其主要争议背后涉及两个
层面的问题：一是“蓝田回 A”的路径是

国务院：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
A2

春节回乡见闻
A10

实 际 上 ， 随 着 证 券 市 场 的 发 展 ，制
度层面也在不断优化。 去年 11 月，A 股

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二是是否应阻断

重大违法退市新规落地， 新规明确了四
类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即首发上市欺诈

径，制度层面有无优化空间。

发行、重组上市欺诈发行、年报造假规避

此次中国蓝田拟通过协议转让，收

退市以及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同时，

购东方金钰原控股股东兴龙实业 100%

新规对重新上市条件作出修改， 譬如，

股权，由此，中国蓝田将间接持有东方

对于在市场入口即违法的欺诈发行公

金钰 31.42%股权，成为实控人。 中国蓝

司 ，违 法 行 为 恶 性 较 大 、反 响 强 烈 ，不 得

田还称将以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但

重新上市。

目前尚无具体重组方案。
那么，中国蓝田通过上述方式重返
管层重点关注的问题。
上交所向东方金钰下发的问询函
中，要求公司说明中国蓝田与农业农村
部的关系、瞿兆玉与中国蓝田和蓝田股

A4

归 A 股的路径？ 眼下外界的担忧还在于，

蓝田及此类有“黑历史”公司的回归路

A 股是否合规？ 其收购资格正是目前监

北上资金单日成交309亿 增持龙头股题材股

有强制退市的法律依据，最终系因财务报

份的关系等。 连串问询即落脚在：瞿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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