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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姗

12月 17日，“河南企业上市与再
融资培训会”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部副主任邓舸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说，鼓励通过并购重组，支持
新经济、新产业等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以产业整合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促进国有企业做优做大、民营
企业跨越式发展，让资本市场更好的
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邓舸介绍，2018年前 10个月，沪
深两市上市公司共发生并购重组
3338单，同比增长61.72%；交易金额
2万亿元，同比增长 41.55%。从趋势
来看，目前产业并购比重进一步提
高，2017 年证监会审结的重组交易
中，同行业、上下游产业整合类重组
90 单，占比 52.63%，渐成为市场主
流。同时，二级市场“爆炒”重组概
念、复牌前后股价“过山车”起伏的现
象明显减少，上市公司依托并购重组
做优主业、加快发展效果更加凸显。

邓舸表示，证监会将抑制题材概
念炒作，加大对信息披露操纵查处力
度，严查内幕交易。同时，还将强化
全链条监管，关注重组后上市公司控
制力及整合风险，关注标的公司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和商誉减值风险。对
满足“小额快速”审核条件的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项目，证监会受理后直接
提交并购重组委审议，简化审核流
程，总体审核用时也将加速至 1个月
左右。

邓舸提出，证监会将进一步新增
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与快速通道
产业类型，包括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
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
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
能源、生物产业；国家要求的其他亟须
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

借力资本市场发展 做优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访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邓舸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则是现代金融系统中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目前河南A股上市公司数量79家，境内外上市公司120家，上市公司

群体已成为推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骨干力量。

12月 17日，由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河南证监局指导，中原证券与大成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河南企业上市与再融资培训会”在郑州举行，

来自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沪深港三大证券交易所、北京大学、大成律师事务所和中原证券等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实操方面的专家学者汇聚中原，畅谈观点，明晰企业

上市思路、开拓企业融资视野，引导河南企业积极对接资本市场，助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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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姗

12月 17日，“河南企业上市与再
融资培训会”上，中原证券总裁常军

胜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当前是企
业进行“冬播”最佳机遇期，要充分利
用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带来的机遇
果断布局，必将迎来经济上升期的

“春天”，实现企业做大做强。
常军胜认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

正在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特别是资
本市场方面,我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国家金
融委会议首次提出要进一步完善资
本市场的枢纽功能；中国证监会陆续
推出包括创造条件鼓励上市公司开
展回购和并购重组等一系列措施，支
持实体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做大做
强。种种迹象表明，国内资本市场新
一轮以制度创新、政策放开为标志的
改革正在开启。

常军胜说，建议企业抓好资本市
场新一轮改革带来的科创板、并购重

组、企业纾困、企业股份回购及境外
资本市场的重大机遇。特别是并购
重组在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快速扩张
方面作用巨大，在当前很多优质资产
估值处于底部的情况下，建议我省大
型省管企业、优秀上市公司等通过并
购重组，提高所在行业的集中度，开
辟第二主业或实现与其他行业龙头
企业的战略性强强联合，实现做大
做强。

常军胜表示，中原证券在服务企
业方面已形成独具特色的基于企业
生命周期的全价值链服务，特别是投
行经过全方位改革，目前拥有专业团
队 300余人，其中保荐代表人 50人、
比过去翻了两番，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将以全方位的资本市场专业服务
促进我省企业做大做强，为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抓住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机遇
——访中原证券总裁常军胜

香港是内地企业海外上市的首选市场
——访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汉齐

□本报记者 栾姗

“香港长期以来是内地企业海
外上市的首选市场。”12 月 17 日，

“河南企业上市与再融资培训会”
上，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
汉齐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香港
的证券市场既达到国际标准，又是
内地企业上市的本土市场。而且，
香港是国际公认的金融中心，已有
众多内地企业及跨国公司在港交所
上市融资。

王汉齐列举了港交所的五大优
势。他说，首先香港是符合本土市场
理念的国际金融中心，一些在香港及
另一主要海外交易所双重上市的内
地企业，绝大部分的股份买卖均在香
港市场进行。第二是再融资便利，港
交所在行政审批方面非常便捷。第
三是港交所有庞大的国际性机构投
资者网络。第四是港交所上市成功
率高，否决率在15%左右。最后港交
所有助于提升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

的形象，对具有国际业务发展需求的
企业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王汉齐表示，大成律师事务所作
为 WSG(世界服务集团)中国区唯一
成员，是中国成立最早、目前全球规
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致力于为全球
客户提供专业、全面、及时、优质、高
效的法律服务，是河南企业登陆国际
资本市场的最佳法律顾问和合作伙
伴。

王汉齐分析说，目前新三板企业
赴港上市的数量比较多。假如未来
新三板企业直接在新三板不摘牌到
港股上市，将有一个非常大的想象和
发展空间，这意味着新三板将打造成
为中国版的纳斯达克，跟主板公司是
没有区别的。如果是这样，将来新三
板挂牌企业到香港发行 H 股的公司
就是实打实的“A+H”。

□本报记者 栾姗

12月 17日，“河南企业上市与再
融资培训会”上，香港交易及结算所
有限公司上市发行部助理副总裁张

晓夏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港交所
在市场规则和业务上进行全面改革，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启动新经济，让新
经济在香港特殊的市场环境连接中
外，走向世界。

张晓夏表示，近年来香港资本市
场发展迅速，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境外
市场之一。港交所过去 9年中已有 5
年成为全球 IPO集资额第一，今年亦
有望再次居冠全球。河南目前已有
超过 20家企业在香港上市，今年以
来就有福森药业、恒达控股、春来教
育等多家企业登陆香港资本市场。

对于企业重点关注的赴港上市
的相关政策和具体操作，张晓夏表
示，香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对内地企
业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很高，基本不存
在文化或语言的障碍。此外，沪深港
通的相继开通，三地交易所已步入共
同市场时代，上市公司可进一步拓宽

投资者渠道。
张晓夏强调，香港上市审批制度

是以披露为本的审核，审批流程和规
则非常透明和高效，企业提交申请后
大约 6—9 个月即可完成上市。此
外，香港上市可以有灵活的上市架
构，可以帮助企业多地上市，同时拥
有境内外两地上市平台。今年4月底
港交所正式公布了针对创新产业新
经济公司的主板上市规则的改革，允
许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企业在主板
上市，允许创新产业公司采用同股不
同权架构，允许海外上市的创新产
业中概股将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
5月份以来，已有多家新经济企业成
功上市，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
港交所还设置了创业板 GEM，为暂
时不符合主板上市要求的企业提供融
资渠道，同时设置转板制度，GEM上
市公司满足要求即可转至主板交易。

深化改革全面拥抱新经济
——访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上市发行部助理副总裁张晓夏

国内股市市值预计有更大增长空间
——访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中心业务副总监余东东

□本报记者 栾姗

12月 17日，“河南企业上市与再

融资培训会”上，上交所发行上市中
心业务副总监余东东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说，过去五年，我国股市市值
增长近 1.5倍，总体与经济增长同步，
股市增长尚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对直
接融资的需求。目前股市市值占
GDP的比值逐年上升，预计将来会有
更大的增长空间。

余东东表示，随着经济证券化率
进一步提高，国内股市市值也将显著
增长。党的十九大报告为资本市场
发展指明方向，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
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将成为金融领
域工作重点。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培育壮大新动

能，经济结构加快优化升级，支持优
质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发挥市场在
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余东东说，2018 年 9月，国务院
《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拓宽创新创
业直接融资渠道。支持发展潜力好
但尚未盈利的创新型企业上市或在
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推动
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发
债融资，稳步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规
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双创”
专项债务融资工具。规范发展互联
网股权融资，拓宽小微企业和创新创
业者的融资渠道。推动完善《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资本市场相关规
则，允许科技企业实行“同股不同权”
治理结构。

□本报记者 栾姗

12月 17日，“河南企业上市与再
融资培训会”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推广部副总监李亚非接受本报记
者专访时说，深交所市场具备三个优
势，即支持创新力度大、服务民营企
业能力强、多层次市场板块特色明
显。

李亚非表示，深交所是中国民营
企业、科技企业和战略新兴企业的聚
集地，78%的深圳上市企业为非国有
企业，其中中小板民营企业占比高达
82.16%，创业板民营企业占比则达到
91.21%。

目前深交所主板有上市公司474
家，中小板有 922 家上市公司，创业
板则拥有 738 家上市公司。其中来
自河南的公司共 49 家，包括双汇发
展、郑州银行等省内著名企业。

李亚非透露，在中小板 922家上
市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达 715 家，
战略新兴产业企业达 373家，创业板

也发展成为全球服务创业历史最短、
成长最快的市场，7成以上为战略新
兴产业公司。

李亚非告诉记者，深交所市场
服务创新创业，市场成交活跃，这也
是目前多数海外上市公司回归国内
市场的重要因素，企业可以募集更
多资金，满足发展需要。特别是今
年 2月份以来，国内 IPO过会率逐步
回升，发行上市已提速，IPO 堰塞湖
获得缓解，各板块过会企业排队时间
逐步缩短，国内上市的吸引力也正在
回归。

李亚非表示，下一步，深交所将
在证监会统一部署下，持续研究推动
创业板改革，提高对新经济的包容
性，支持更多的创新企业通过资本市
场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和
国家战略。

致力于服务成长比较快的企业上市
——访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推广部副总监李亚非

并购重组中要提防虚假陈述
——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冰

□本报记者 栾姗

12月 17日，“河南企业上市与再

融资培训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彭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虚假
陈述是一个老话题，而并购重组中的
虚假陈述研究事件，大家关注的不
多，要注意提防。

彭冰分析说：“并购重组的虚假
陈述与信息披露有直接关系。监管
要求对所有上市公司具有强制性，当
上市公司发生并购重组这样一个重
大事项的时候，必须进行强制性信息
披露，让投资者自己做判断。最近两
三年来，证监会在放管服改革上取消
了对很多并购重组的审核，因而更加
强调信息披露的要求。”

彭冰认为，并购重组中的信息
披露与一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虚假
陈述的区别在于：一是一般信息披
露是已经发生的历史性信息;二是

未来信息披露有不确定性;三是非
上市公司披露规则，即如果上市公
司和非上市公司有资产买卖，上市
公司要披露资产买卖的各种信息，
非上市公司则没有必要进行信息披
露。在并购重组的时候，目前的信
息披露要求是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这两个管理办法界定了在做这
两种交易时的披露内容和披露对
象，即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手的三年
的财务报表。

彭冰认为，虚假陈述除了有行政
责任，还有民事责任，即按照证券民
事赔偿规则，所有相关中介都会承担
连带责任。对于并购重组中可能出
现的虚假陈述问题，需要引起司法部
门的关注。

借力资本市场 加快企业发展
——“河南企业上市与再融资培训会”嘉宾访谈录

□本报记者 栾姗

12月 17日，“河南企业上市与再

融资培训会”上，中原证券总裁助理
陶先胜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从基
本经济规律的角度，并购重组实质体
现的是企业的价值判断能力。

陶先胜说，通常意义上的并购重
组主要包括上市公司收购、资产重组
（购买、出售资产）、股份回购、合并、分
立等对公司股权结构、资产和负债结
构、利润及业务产生重大影响的活
动。并购重组能不能创造价值，需要
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其内在逻辑。一是
价值发现；二是套利交易，即IPO和并
购重组的目的是想博得资产流动性；
三是成长性分享，即将体系外的一些
好公司放到上市公司体系里来；四是
产业协同，即上下游产业并购、横向产
业并购。在上市公司并购中，投资者
以非公开发行或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

份后，锁定期为三年或一年。
陶先胜说，报批是并购操作流程

当中很核心的部分。在没有行政许
可的情况下，很多并购的核心在于交
易阶段的谈判估价，然后是交易方式
的选择，只有把交易方式、估价定好
以后才走报批流程。操作过程中，需
要结合现在的审批环境和会计准则，
关注几个问题：一是商誉减值，二是
信息披露，三是后续整合。其中，企
业持续盈利能力和规范性信息披露，
在重组过程中最重要，如果企业持续
盈利能力没有问题，就不会存在商誉
减值的问题。

陶先胜建议，如果企业对行业和
标的公司非常了解，可以选择一步到
位收购，否则可以考虑先参股、控股，
然后逐步收购其他股权。

并购重组实质体现的是价值判断能力
——访中原证券总裁助理陶先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