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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今年以来，，AA 股市场监管股市场监管

已呈现全面从严态势已呈现全面从严态势。。在首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方面次公开发行股票方面，，监管部监管部

门实行全流程审核把控门实行全流程审核把控，，严把严把

市场准入关市场准入关。。在查处违法违在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方面规行为方面，，保持高压态势保持高压态势，，

加大处罚力度加大处罚力度，，市场环境得到市场环境得到

明显净化明显净化

□ 这一轮集中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彰显部分大股东或高管在近

期股价连续下挫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部分大股东增持可能是为了维护被低估股价，给市场以信心

在 5 月 25 日召开的第十四届上海衍
生品市场论坛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
星海表示，市场公平有序是市场功能有
效发挥和效率不断提升的基础，证监会
将持续强化市场监管，确保市场平稳有
序健康发展。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证
监会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坚决予以严厉
打击。

实际上，今年以来，A 股市场监管已
呈现全面从严态势。无论是在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IPO）常态化下，新股过会率大
幅下降，还是上市公司因违法违规行为
被重罚甚至强制退市，以及证券、基金、
期货等经营机构相关业务的整治，都显
示出管理层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的监管
理念，不断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把防控
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严把市场准入关

根据相关规定，IPO 的审核工作流
程分为受理、反馈会、见面会、初审会、发
审会、封卷、核准发行等主要环节。自去
年四季度以来，A 股市场 IPO 进入常态
化阶段，IPO 数量和节奏均有所加速。
但随着 IPO 企业数量的增多，初审环节
和发审环节的审核否决率也在同步上
升。

据 Wind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 5
月 24 日，证监会发审委共审核 223 家拟
IPO 企业，有 185 家公司获得通过，通过
率为 82.96%；去年全年，发审委共审核
271 家拟 IPO 企业，有 247 家公司获得通
过，通过率为 91.14%。IPO 通过率的明
显下滑，体现了监管层对首发企业审核
趋严的态势。

不仅如此，今创集团、永安行等两只
新股在过会后，由于分别涉及被实名举
报和涉嫌专利纠纷等被暂缓公开发行。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
新表示，从监管角度看，公司拿到发行批
文后暂缓发行，遵循了“发现问题后第一
时间处置”的原则，表明其更加重视市场
和舆论等监督功能，尽力避免企业“带病
上市”。

为了防止出现“萝卜快了不洗泥”的
情况，监管层对拟上市企业质量实行全
流程审核把控，且不仅仅限于后端的发
审会上从严把关。据悉，今年上半年，证
监会开展了 IPO 企业现场检查工作，督
促发行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严把资本

市场入门关。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现

场检查对象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首发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抽签中被抽中企
业；二是根据标准不降、条件不减的原则
享受“即报即审、审过即发”政策的贫困
地区申请 IPO 企业；三是日常审核中有
必要实施现场检查的企业。今后，证监
会将在日常发行审核中实施常态化 IPO
企业现场检查。

不少 IPO 排队企业感受到现场检查
带来的压力。初批被抽到现场检查的企
业包括盛京银行、迈奇化学等 7 家。截
至此次核查之前，其中两家已主动终止
了 IPO 申请。不仅如此，其他未被抽查
到的企业 IPO 申请终止数量大增。数据
显示，今年 1 月份、2 月份、3 月份和 4 月
份终止 IPO 申请的企业数量分别为 3、0、
14和 18家。

除了对 IPO 排队企业开展现场检查
之外，证监会还组织开展了律师事务所
从事 IPO 项目的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核
查律师事务所及其执业律师执业行为是
否合法合规，是否勤勉尽责，是否严格履
行了尽职调查各项义务，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等法律文书是否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等。

重拳出击市场乱象

今年以来，监管层继续对各类证券
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并
加大相关案件的处罚力度。据统计，今
年前四个月，证监会罚没金额高达 54.72
亿元，已超去年全年 42.83 亿元的总额，
很多违法违规主体受到“没一罚三”甚至

“没一罚五”等顶格处罚，不少人还因此
被终身市场禁入。

据了解，证监会于今年 3 月份部署
了专项执法行动第一批 9 起案件查处工
作，对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线索开
展了全面深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
的为了实现重组上市时业绩承诺，虚构
承揽境外工程项目财务造假；有的为了
避免多年连续亏损触发退市条件，提前
确认收入，将亏损虚构为盈利；有的为了
完成所谓的“业绩承诺”，避免触发股份
注销条件，人为调节利润。证监会对此
严厉打击、从重处罚。

此外，针对炒作次新股和快进快出
手法等恶性操纵市场行为，证监会相继

部署了 2017 年专项执法行动第二批案
件，重点打击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等违
法行为。3 月 30 日，证监会对多伦股份
实际控制人鲜言依法作出“没一罚五”的
顶格处罚，罚金高达 34.7 亿元，为近年来
罕见。

5 月 17 日，深交所对*ST 新都依法
作出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这是今年出
现的首例退市案例。在监管层严厉打击
各类投机炒作行为、加大对信披违规和
财务造假等处罚力度后，市场环境得到
明显净化。

财富证券分析师赵欢表示，当前市
场“炒小炒差”的投机氛围明显减弱。在
监管导向明确的背景下，未来市场将逐
步向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发展。

规范机构经营行为

作为重要的中介机构，证券公司、基
金公司、期货公司等在市场上发挥着日
益重要的作用。方星海表示，证监会积
极倡导和推动行业机构的业务创新，但
绝不允许利用创新来规避监管，以创新
之名，行自我服务、钱生钱之实，导致资

产泡沫累积，徒增金融体系风险。
今年 4 月份，证监会召开证券基金

行业监管视频会。会议要求，行业机构
要严格落实合规风控主体责任，以权力
制衡为核心改进公司治理，以全员合规
为目标强化合规管理，严防风险外溢和
风险交叉传染，守住风险底线。

以新沃基金为例，该公司管理的乾
元 2 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受持有的
信用债券违约及高杠杆操作相互叠加影
响，发生大额质押回购到期无法偿付。
证监会在随后的现场核查中发现，新沃
基金对前述专户产品的风控缺失、管理
失当，是造成风险事件的根本原因。证
监会责令新沃基金针对合规风控问题改
正，暂停办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备案手续，并对相关负责人出具警示
函。

张晓军表示，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从
事资管业务应坚持资管业务本源，谨慎
勤勉履行管理人职责，不得从事让渡管
理责任的所谓“通道业务”。各资产管理
人应引以为戒，结合自身管理能力，审慎
开展业务，切实履行投资管理及合规风
控的主体责任。

IPO审核持续从严，对违法违规保持高压态势——

前 4 个月证监会罚没款超去年全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何 川

本报讯 记者何川报道：在监管趋严
的同时，市场建设马不停蹄。在第十四届
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中国证监会副主
席方星海表示，目前证监会正加快推动原
油期货上市工作，棉纱、纸浆上市已在积
极准备当中，生猪、苹果、红枣等服务“三
农“和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新品种上市也
在研究推进。在豆粕、白糖期权平稳运行
的前提下，证监会将逐步扩大商品期权品
种，继续推进股指期权上市准备。

此外，方星海还表示，将积极推动商
业银行、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
场。国债期货自 2013 年上市以来，市场
运行平稳，功能逐步显现。但目前国债期
货参与者主要是证券公司与基金公司，商
业银行作为国债市场主体尚未参与，国债

期货价格的权威性还不够强，市场流动性
也不够深，还不能全面反映市场供求关
系。证监会正积极与有关部门研究推进
商业银行参与国债期货，以满足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的需要，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安全
平稳发展。

方星海表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
深化，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在迅速加
大。证监会已确定原油、铁矿石作为特定
品种试点引入境外投资者，目前正与相关
部门一起研究完善有关政策，以实现境外
投资者参与境内交易、交割税收政策的明
确化、常态化。在金融市场加快开放背景
下，证监会也在积极研究金融期货引入境
外投资者的方案，为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
对外开放提供良好的管理风险的场所。

推 进 商 业 银 行 参 与 国 债 期 货

维护低估股价 看好未来业绩

上市公司大股东扎堆增持
本报记者 周 琳

借助信息化手段，收集、整理、加工涉税数据，分析、
预测、控制税收风险，是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目
的和有效手段。

今年 3 月份，河南省驻马店市国税局的“数据分析预
警平台”自动跳出几条针对该市某商业银行的税收风险
预警提示：2016 年主营业务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 48%，
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16 个百分点，可能存在成本不
实问题⋯⋯根据提示，该局纳税评估科工作人员对该银
行 2016年度税法遵从情况开展风险评估，发现存在少计
收入、多列支出及管理费用等情况，该企业心服口服地补
缴企业所得税 2836万元、补缴增值税 35万元。

“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治疗一些企业的跑冒滴漏顽
疾不再是难事。”驻马店市国税局大企业和国际税科科长
王婕介绍，大企业是税收收入的主要贡献者，但由于其规
模、结构和交易的复杂性，往往隐含着大量的税务风险，
传统管理模式难以应付，需要充分发挥云端数据的作
用。仅今年前 5 个月，该局数据分析预警平台自动预警
税收风险点 421 个，完成各类风险应对 258 户次，入库税
款 2.36亿元，风险应对有效率达 100%。

云端的数据不仅让税务机关受益，纳税人也拍手欢
迎。近期，驻马店驿城国税局“数据分析预警平台”发现
该公司收受的来自温州的 5 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疑
点，税收管理员及时电话提醒河南天方原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通过系统查验后，发现的确有 5 张温州开
来的发票，存在虚开风险。“如果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认证抵扣了，就存在虚抵风险，这不仅会带来税务处罚，
还将严重影响企业信誉。”公司财务负责人王焕说。

记者从驻马店市国税局获悉，该局近年来不断探索
利用大数据管税控税，如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
管理体系。“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管理方式已经无法应
对征管现状。只有及时转变思维观念，适应大数据、应
用大数据，才能找到科学治税抓手。”该局局长聂云松
表示。

近日，江西九江浔阳区国地税工作人员进园区、进企

业，宣传税法，发放纳税政策宣传单，当场解答企业有关

税法和纳税服务方面的疑惑。 姜丽鹃摄

河南省驻马店市国税局：

大数据为税收风险加把锁
本报记者 姚 进 通讯员 王 俊

引导金融机构制定绿色优先信贷政策

黑龙江推行信贷“环保一票否决制”
本报北京 5 月 25 日讯 记者常艳军报道：黑龙江银

监局局长包祖明在今天举行的中国银监会银行业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黑龙江银监局引导辖内银行业以绿色
金融为着力点和支撑点，促进二产转型升级，支持一产、
三产快速发展，助力培育龙江经济发展新动能。

截至 2016 年末，黑龙江省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
1050 亿元，按其贷款支持资金比例，预计可年节约标准
煤量、减排二氧化碳当量、节水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2.1%、2.7%、5.8%。

包祖明说，绿色金融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
载体。据了解，黑龙江银监局引导辖内银行业信贷投放
保绿色保有机，推动大粮仓变成绿色粮仓、绿色菜园、绿
色厨房，并支持五常大米等绿色生态农产品，支持高标准
农田项目建设，支持标准化蔬菜生产及特色种植。同时，
助力森林食品、绿色矿业、林业碳汇等林区接续替代产业
发展，实现了碳汇金融产品落地。

数据显示，2016 年，黑龙江省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
积达 7400 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1/3；到 2020 年，其绿
色有机食品种植面积将增至 8300万亩。

包祖明说，工业转型升级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重要一环。黑龙江银监局引导辖内银行业运用环保底线
思维，投放工业转型升级贷款，主要支持工业企业技术改
造，节能减排成效显著。截至 2016 年末，黑龙江省银行
业工业转型升级贷款余额 205.8 亿元，同比增长 45.1%，
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36.4个百分点。

另据悉，近几年黑龙江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新产业不
断涌现。黑龙江银行业支持秸秆综合利用，不仅减少秸
秆焚烧带来的大气污染，且可“变废为宝”，将秸秆变成一
种新材料、新能源，打造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同时支持
冰雪旅游特色产业做大做强，2017 年春节黄金周 7 天，
实现旅游收入 120.47亿元，增长 12.11%。

“黑龙江是农业大省，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产量很大。
当前，黑龙江秸秆年产量为 9400 多万吨，可收集量为
8000多万吨，秸秆年利用率 40%左右。作为秸秆生产大
省，秸秆利用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大提升空间。”包祖
明说。

同时，黑龙江银监局还加强机制建设，完善绿色金融
管理体系，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绿色优先信贷政策，
对未达到国家环保标准的项目和企业实行“环保一票否
决制”；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运用专项建设基金、设立绿色
发展基金等多种方式扩大绿色金融融资。

税 法 宣 传 进 企 业近期市场疲弱，上市公司股东、高
管纷纷伸出援手。横店东磁 5 月 25 日午
间公告称，公司接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何时金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的通
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何时金 5 月 24 日通过深交所二级市
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3.4 万
股，成交均价为 6.786 元/股，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 0.02%。

同日，国轩高科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胡江林也践行了其增持计划。根据增持
计划，胡江林计划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起
3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500
万元。

据巨潮资讯网统计，从 5 月 23 日至
24 日有 50 余家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
人、高管人员等披露增持股份公告之后，

截至 5 月 25 日收盘，又有国轩高科、吉林
化纤、德尔股份等 31 家上市公司发布增
持公告或增持进展公告。从增持结构上
看，由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大股东等
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的占绝大多数，由公
司高管增持的公司占相对少数。

中信证券研究部分析师姜娅认为，梳
理这些增持或拟增持的上市公司可见，部
分公司已于今年年初或去年年底完成高管
增持计划，部分董事、高管人员已经通过资
管计划增持股份，这一轮集中通过二级市
场增持，彰显部分大股东或高管在近期股

价连续下挫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今年以来，产业资本增持活动不降反

增。兴业证券统计显示，今年 5 月份 A 股
市场增持金额大于减持金额，增持活跃度
较高。截至 5 月 12 日，减持金额为 10.82
亿元（4 月份为 75.98 亿元），增持金额为
32.55 亿元（4 月份为 88.25 亿元）。增持
的行业集中在医药、旅游、制造业等。

以医药行业为例，广发证券统计显
示，今年 5 月份以来，有超过 10 家医药上
市公司公布且实施了针对上市公司股份
的增持。广发证券分析师罗佳荣认为，实

施增持的医药上市公司多数前期股价经
历了大幅下跌或者长期横盘。例如，乐普
医疗、普洛股份、通策医疗、迈克生物等。
今年以来，多数白马股估值得到显著修
复，部分短期估值较高的成长股股价经历
了调整或者横盘后，部分成长股估值已经
得到消化。

东吴证券分析师袁渊认为，从大股
东增减持的历史数据来看，产业资本作
为内部人，对公司的经营情况更为了
解，产业资本的增持减持动作可视为股
市的领先信号。当估值过高时，产业资
本将首先发起减持变现，待股市回归理
性再增持。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认为，部分大股东增持股份有几方面原
因：一是可能因为股价被低估，大股东增
持是为了维护股价，给予市场信心；二是
部分增持行为是为了维护定增价，有的是
避免质押股份强平。从中长期投资角度
来看，高管增持规模较大的公司可能表明
高管对公司未来业绩越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