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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要闻

证监会

核发3家公司IPO批文

近日， 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准了

3

家企业

的首发申请，分别是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天味食品为新一届发审委

首发第一审， 从审核过会到获

IPO

批文仅耗时

10

天。 （王君晖）

证监会：继续加强

资产证券化业务日常监管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昨日表示， 为进一

步规范资产证券化业务存续期管理， 提高证券

公司、 基金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内控合规和

风险管理水平，按照问题和风险导向，证监会对

42

家证券公司和

21

家基金子公司的资产证券

化业务开展专项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发现， 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

制度体系逐步健全、 合规意识和执业水平稳步

提升， 但基金子公司尽职调查和存续期管理能

力总体偏弱。 本次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包

括：尽职调查工作欠独立不充分，对基础资产运

行监控不到位，现金流归集不规范，信息披露不

准确不完整等。对存在的问题，各证监局已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6

项。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加强

资产证券化业务制度建设和日常监管， 严处违

法违规行为， 不断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规范健

康发展。 （王君晖）

证监会对6宗案件

作出行政处罚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昨日表示， 证监会

近日对

6

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

具体包括， 广东证监局对广州亚投违规案

作出行政处罚。 青岛证监局依法对刘嘉庆基金

从业人员未按规定申报证券投资案作出行政处

罚。山西证监局依法对张建五内幕交易“易成新

能”案作出行政处罚。 吉林证监局对冯铁、管健

内幕交易“双龙股份”案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

对东方汇金期货为其他关联人提供融资等违法

违规案作出行政处罚， 对东方汇金期货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20

万元罚款。

高莉介绍，上述案件中，广州亚投存在向合

格投资者之外的个人募集资金、 向不特定对象

宣传推介私募产品等多项违反 《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行为；刘嘉庆作为基金从

业人员从事证券交易未按规定向所属基金公司

事先申报其投资情况； 张建五在内幕信息敏感

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频繁联络， 并利用自己

及他人账户交易“易成新能”，交易行为明显异

常；冯铁、管健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关系密切，且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

并利用个人账户交易“双龙股份”股票，交易行

为明显异常； 东方汇金期货违反中国证监会风

险监管指标规定，并为其参股子公司提供融资，

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王君晖）

香港推出两项大湾区

青年创业资助计划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22

日表

示， 特区政府青年发展委员会即日起推出两项

资助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计划，旨

在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发展空间、 资助和配套

服务。

张建宗说，首先，将推出“粤港澳大湾区青

年创业资助计划”。 此计划分两部分，第一部分

是为每个获资助的香港非政府机构提供最多每

年

100

万港元的资助， 支持他们为香港青年创

业者提供更深、更广、更具针对性及更具持续性

的创业支持及孵化服务， 包括协助他们落户位

于香港及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双创基地。

该计划的第二部分则为创业青年提供配对

资金。 每个获资助机构最多可获

450

万港元的

政府资助，配以机构提供的

150

万港元，作为青

年创业团队的种子资金， 进一步回应他们在香

港及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初期的资本需要。 每

个创业团队最多可获

60

万港元种子资金，包括

45

万港元政府资助及

15

万港元机构提供的配

对资金。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部分证券评级机构利益冲突防范机制缺失

证券时报记者 王君晖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昨日表

示，证监会组织北京、天津、上海、深

圳证监局联合沪深交易所、 证券业

协会以及交易商协会对

7

家证券评

级机构开展了现场检查。

检查发现，部分证券评级机构存

在以下问题：一是利益冲突防范机制

缺失，违背独立性原则开展证券评级

业务；二是评级质量控制不到位，级

别上调缺乏客观依据； 三是跟踪评

级制度落实不到位， 未关注到受评

对象重大变化， 跟踪评级启动不及

时； 四是资产证券化项目尽职调查

不充分、现金流预测不审慎等。

根据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

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北京证监局

依法对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采取责令限期整改行政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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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东方金诚国际信

用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监管警示函；

上海证监局依法对上海新世纪资信

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监管警

示函， 对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监管警示函。

高莉表示， 证监会将继续高度

关注证券评级机构评级虚高、 评级

泡沫， 未能有效揭示信用风险等突

出问题，严肃查处恶意造假、严重不

尽责等失信行为， 并追究直接责任人

和负有责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责

任，净化信用评级市场环境，促进交易

所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公司债业务募资使用问题依然突出

证券时报记者 王君晖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昨日表

示，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债券业务发

展， 提高证券公司内控合规和风险

管理水平，按照问题和风险导向，证

监会对

63

家证券公司的公司债券

业务开展专项现场检查。

本次现场检查发现，证券公司

公司债券业务合规水平有明显提

升， 过去检查中常见的制度不健

全、 承销业务不规范等问题大幅

减少，但在尽职调查、募集资金使

用、 信息披露等方面问题依然突

出。 针对发现的问题，相关证监局

已对

5

家机构采取出具警示函、

责令改正等行政监管措施；同期，

发行人所属证监局对证券公司开

展延伸检查， 已对

12

家机构和

4

名责任人采取了

16

项行政监管

措施。

高莉表示，

2015

年以来，证监会已

累计完成对

125

家次证券公司、

437

个

项目的现场检查工作， 对中介机构及

个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49

项。 下一

步， 证监会将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和日

常监管，严处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公司

债券业务规范健康发展。

中国债券“纳指” 前夕 外资“跑步” 入场

未来信用债有望成优先扩容对象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距离中国债券正式纳入首个国

际主流指数还有不足十天时间，外

资已“摩拳擦掌”加速配置中国债券

市场。 自

2019

年

1

月

31

日彭博正

式确认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

策性银行债券将从

2019

年

4

月起

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以

来， 从交易量数据看， 外资已开始

“跑步”入场。

根据彭博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9

年

2

月，境外机构参与中国债

券市场更加活跃， 当月债券通项下

的日均交易量达

64.8

亿元，较去年

全年的日均交易量大增超

80%

。 不

仅是交易量大幅提升， 境外机构购

买的债券类型也发生较大变化，政

策性银行债券备受青睐。 今年

1~2

月， 境外机构持有

3

家政策性银行

债券的净变动总量为

607.9

亿元，

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只有

105

亿元，

增长近

5

倍。

中国债市有望在今年纳入国际

主流债券指数中寻求更大实质性突

破， 这将为中国债市带来大规模被

动配置型境外投资者的进入， 进而

也撬动主动配置型境外投资者的

“跟风”。 除今年

4

月起中国债券纳

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外，富

时罗素宣布已将中国列入其旗舰指

数的观察国名单， 希望能在今年

9

月份之前实现中国债券纳入富时世

界国债指数。有分析预计，考虑中长

期效应， 不仅仅是追踪全球三大主

流指数的资产对中国债券进行配

置， 主权财富基金等资金也会进入

国内债券市场， 从而在中长期内有

望带来

0.5

万

~1

万亿美元的资金

流入。

未来优先考虑

将信用债纳入指数

当前， 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三

大旗舰债券指数分别为彭博巴克莱

全球综合指数、富时世界国债指数，

以及

JP

摩根全球新兴市场多元化

债券指数。

4

月起， 中国债券分

20

个月逐步被完全纳入彭博巴克莱全

球综合指数后， 人民币计价的中国

债券将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之后

的第四大计价货币债券。

对于纳入指数的债券选择标

准， 此次初步纳入的中国债券类型

只有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且对券

种的发行规模、存续期时长、计息方

式都设有相应标准。根据截至

2019

年

1

月

24

日的统计数据，将有

363

只符合标准的中国债券被纳入彭博

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完全纳入后，

将在该指数

54.07

万亿美元的市值

中占比达

6.03%

。

不过，彭博相关人士也表示，中

国债券最终占指数市值

6%

的比例

并非固定， 只是根据现有数据测算

的预估量， 如果未来中国加大国债

和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力度， 做大

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的市值， 纳入

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的中国债

券占比也会相应提高。

之所以初期选择将国债和政策

性金融债纳入指数， 主要是考虑到

相比于公司类信用债、地方债等，当

前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的规模大、

流动性和评级认可度相对高一些。

但从长期看， 更多类型的中国债券

纳入国际主流指数是大势所趋。

彭博指数业务全球负责人

Steve Berkley

对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 下一步可能会优先考虑将中国

的公司类信用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

球综合指数。 初期之所以未纳入公

司类信用债，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

是目前中国的公司类信用债流动性

尚需进一步提高； 二是境外投资者

对目前中国的公司类信用债的评级

认可度不高， 境外投资者更习惯参

考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标普、穆迪、

惠誉）的信用评级，目前已有国际评

级机构获准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

独立开展业务， 这会加速中国公司

类信用债纳入指数的进程。

除 了 公 司 类 信 用 债 ，

Steve

Berkley

还表示，未来也会适时考虑

将地方政府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

MBS

）纳入指数，但这还需要

时间。 “中国债券市场的变化非常

快，

4

月

1

日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

综合指数只是其中的一步， 相信纳

入指数一年后市场会有很大变化。”

三方面完善债市肌理

尽管过程繁复曲折， 但中国债

券市场一直朝着不断深化对外开放

的大方向改革。可以肯定的是，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债券品种纳入

国际主流债券指数， 在此之前只需

要做好配套制度建设， 就可静待结

果落地。

那么，从境外投资者的视角看，

中国债市还有哪些配套制度机制有

待完善成熟？ 彭博中国总裁李冰对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归根结底还是

要从流动性、 评级和衍生品三方

面着手进一步完善中国债市的

“肌理”。

具体来说， 流动性的提高是场

持久战，“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我国

债券市场的实质性、 规范性的做市

机制刚起步， 今后境外投资者进入

得越多，就越利于做市机制的完善。

“中国债券纳入国际主流债券

指数的一个重要意义， 就是撬动了

做市机制的真正运营，给当前

34

家

‘债券通’报价机构无法抗拒的动力

积极进行双边报价。 从而不断完善

做市机制， 带动整个债券市场流动

性的改善。 放眼未来

2~3

年，中国

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改善将主要依靠

做市机制的成熟。 ”李冰称。

现有的

34

家“债券通”报价机

构汇集了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外

资行、部分已上市城商行，以及“龙

头” 券商， 银行依旧占据了绝对主

力。李冰认为，大型商业银行最具备

做市的能力和资质， 过去大型商业

银行在债券市场中更多是扮演投资

者的角色，购买债券后多持有到期。

随着大型商业银行以做市商的角色

进入市场， 债券持有到期的比例会

减少， 将有更多的债券在市场上循

环，从而提高流动性。

在评级方面， 前不久标普获准

正式进入中国开展信用评级业务，

这是我国评级行业向国际接轨迈出

的重要一步。 但我国债券市场评级

虚高已是普遍现象， 国际评级机构

进入中国市场后， 如何推动国内评

级方法向国际靠拢备受关注。 摩根

大通债务资本市场中国主管谢桐对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面对国际评级

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如果寄望本土

评级机构给出更为对标的结果，长

期看可能意味着一些发债主体资质

的下沉。 但是这将是一个比较长的

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发行

人和投资人的接受都需要过程，尤

其是考虑到比如境内债券投资有相

关监管规定， 能否投资要看评级高

低等因素。

“评级机制的改变关系着如何

正确看待风险。 国内评级方法与国

际接轨需要小步慢跑， 如果短时间

内彻底改变评级机制会撼动整个市

场，带来新的风险，因此要有规律、

有秩序的改变。 ”李冰称。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年初透露，

下一步， 将继续完善债券市场相关

安排， 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推动进一步

的对外开放。 一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研究推出债券

ETF

等指数型产品发

展；债券中央存管机构

(CSD)

互联互

通。 二是境外投资者关心的部分制度

安排， 包括有效支持境外投资者的特

殊结算周期需求； 外汇局正研究优化

境外投资者参与外汇对冲交易相关安

排；财政部计划增加

2019

年关键期限

国债续发次数。三是回购和衍生产品，

适时全面放开回购交易； 大力推进人

民币衍生品使用。

“中国债券市场在提高流动性、改

革评级机制和丰富风险对冲产品等方

面正同步发展， 中国债券市场的前景

海阔天空。 ”李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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