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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昨日早间发表声明表示，
证监会正在按照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
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围绕资本市场改
革，加快推动以下三方面工作，回应市
场关切。

一是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加强上
市公司治理，规范信息披露和提高透
明度，创造条件鼓励上市公司开展回
购和并购重组。

二是优化交易监管。减少交易阻
力，增强市场流动性。减少对交易环
节的不必要干预，让市场对监管有明
确预期，让投资者有公平交易的机会。

三是鼓励价值投资。发挥保险、
社保、各类证券投资基金和资管产品
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引导更多增量
中长期资金进入市场。 据新华社

证监会盘中罕见发声明：

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

证监会在盘中以声明的方式
回应市场关切，这在以往并不多
见。这份“证监会声明”，虽然只
有短短 200 多个字，却道出了近
期证监会抓紧改革的三大线索。

关键点一：
减少对交易环节的
不必要干预

此次改革的三大方面工作
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条：优化交
易监管，减少交易阻力，增强市场
流动性。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必
要干预，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预
期，让投资者有公平交易的机会。

当前在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的
背景下，资本市场交易端的监管
也较为严格，从一线监管对异常
交易行为的问询，到从严打击操
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监管层
在打压不合规资金进入股市方
面，用规则、监管、稽查执法等力
量堵住扰乱市场秩序的不合法投
资者和资金。

从“证监会声明”的表述看，
要“减少交易阻力，增强市场流动
性”，又要“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
必要干预，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
预期，让投资者有公平交易的机
会。”不少市场人士认为，这意味
着此前的从严监管态势或有所调
整，一方面让一些合法合规的资
金入场，为市场提供活跃度，减少
行政性的窗口指导与干预，提振
市场情绪和风险偏好；另一方面
则继续从严打压违规资金进入市
场，提供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
境，同时明确交易规则，让投资者
更知晓交易规则和监管预期。

可以预期，交易所的监管规
则将有所调整。

关键点二：
鼓励企业开展
回购和并购重组

三大改革举措还提到，要提
升上市公司质量，加强上市公司
治理，规范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
度，创造条件鼓励上市公司开展
回购和并购重组。

其中提到了两个规则：回购
和并购重组，近期证监会就这两
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首先是回购，自10月26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的决定，对公司法第
142条有关股份回购的规定进行
了专项修改以来，A股 50余家上
市公司密集发布有关回购公告，
精工钢构、人福医药、浙江广厦等
上市公司董事长发布股份回购提
议，中国平安也祭出了千亿规模
的回购计划。

证监会表示将系统梳理有关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规则，对于
继续适用的要严格执行，对于公司
法修改提出的新要求，及时完善相
应的配套制度规则，进一步明确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情形、程序、方
式、信息披露、回购股份的持有、回
购股份的转让、回购股份的注销等
事项。有关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严格遵守《修改决定》
及相关制度规则，相应修改公司章
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依法、合规
实施股份回购，确保股份回购不损
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

证监会将加大监管执法力
度，依法严厉查处利用股份回购
实施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息披
露违法、“利益输送”、“忽悠式回
购”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市场秩序，发挥
股份回购制度积极作用，促进资
本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根据兴业研究测算，政策松
绑之后，鼓励现金较多的公司主
动回购，可形成持续回购的可行
路径，预计或撬动 3.49万亿回购
资金，对A股提振效应明显。

另一个关键政策就是并购重
组。近期并购重组多项规则“松
绑”，不仅将 IPO被否企业筹划重
组上市的间隔期从 3 年缩短为 6
个月，让企业重新上市时间缩短，
还不设任何额外门槛，鼓励中概
股参与A股并购重组，新增十个
行业可以享受快速审核通道，放
松并购重组融资用途，鼓励私募

股权基金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

这一系列举措都有助于缓解
上市公司在弱市中的资金压力，
尤其是高比例股权质押个股的风
险。从严监管下一些被否 IPO企
业在整改了相关问题后，不乏公
司治理规范、盈利能力良好的企
业，吸引这些企业尽快上市，一方
面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市
场；另一方面也能增强资本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更多优质民营企
业的能力。

关键点三：
引导增量中长期资金
进入市场

改革举措中提出，要鼓励价
值投资，发挥保险、社保、各类证
券投资基金和资管产品等机构投
资者的作用，引导更多增量中长
期资金进入市场。

要促进股市平稳健康发展，
必须要有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入
场，有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场。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中国
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中国不缺
资金，中国股市不缺资金，缺的是
长期资金，缺的是不需要每年年
底都要计算盈亏的长期资金。

只有保险、社保和各类证券
投资基金和资管产品等长期资金
以配置的方式稳妥进入股市，才
能改善市场生态环境，优化投资
者结构，夯实估值的资产基础，健
全资本市场内生稳定机制，促进
资本市场整体平稳运行。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
向东表示，长期资金入市有利于
维持股市平稳运行，促进股市良
好发展，长期资金投资者追求价
值投资，有利于改善A股定价机
制，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优化金融
资源配置。

中信建投证券执委、董秘王
广学认为，长期投资有利于引导
市场回归资金融通本质，有利于
上市公司经营活动，加大金融资
本对实体企业支持力度，为A股
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同花顺财经

证券股领涨
A股市场反弹

昨日，在证监会宣
布加快推动三方面工作
的效应下，A 股市场出
现反弹。证券股领涨各
板块。

当日，上证综指以
2538.57点开盘，上午震
荡走高，午后高位盘整，
最终收报2568.05点，较
前一交易日涨25.95点，
涨幅为1.02%。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7375.23点，涨 52.99点，
涨幅为0.72%。

创 业 板 指 数 涨
0.76%至 1259.95点。中
小板指数涨 0.29%，以
4923.80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
跌少，有 2809只交易品
种收涨，658 只交易品
种收跌。不计算 ST 个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逾
6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证
券、机场、汽车零件涨幅
居前，涨幅都在 3%以
上；饮料制造、燃气、地
面兵装跌幅较大，前两
板块跌幅在1.0%以上。

当日，沪深 B 指涨
跌互现。上证 B 指涨
1.11%至 269.57点；深证
B 指 跌 1.00% 至 856.46
点。 据新华社

交税玩“猫腻”
小米、乐视网等
被财政部点名

近日，财政部发布的 2018 年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显示，互联
网行业部分企业跨境转移利润、逃
避缴纳税收等问题比较突出。

2017年，财政部组织 35个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 21个财政厅
(局)对17家会计师事务所、74户企
业开展了会计执法联合联动检查，
检查了 2016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情
况。

根据财政部的公告，检查发现
问题的企业中不乏苏宁易购、小
米、乐视网等知名互联网企业。

公告显示，检查发现，苏宁易
购存在资产转让未同时结转递延
收益531.89万元、未充分完整披露
售后回租事项所形成的收入对当
年利润的影响程度、重复申报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342.28万元等问题。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存在
部分费用摊销核算错误、对外赠送
商品未作为视同销售行为申报缴
税、报销发票管理不规范、费用管
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乐视网及子公司存在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未核销；子公司年度报
告关联方交易披露不全面；2016
年列支以前年度费用支出。此外，
该公司及子公司还存在未按合同
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多开增
值税发票未及时冲回、子公司实收
资本不到位等问题。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列支以前年度
费用造成 2016 年度多计费用 397
万元；递延所得税税率使用不正
确，影响递延所得税资产 267万元
等问题。

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存
在少计收入834万元，少计费用34
万元，会计科目使用不当等问题。

公告显示，对上述存在问题的
企业，财政部依法下达了处理决定，
企业已按照要求进行整改。 中新

证监会就修订
《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
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昨日发布公告，就修订
《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据介绍，证监会为落实依法全
面从严监管要求，适应期货市场发
展变化，引导期货公司专注主业、
合规经营、稳健发展、做优做强，提
升期货业服务能力和竞争力，近期
在征求行业意见基础上修订了现
行规定，主要内容包含优化加分指
标、优化扣分指标和优化评价程序
等三方面内容。

2009 年 8 月，证监会发布《期
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试行）》，后
于2011年4月修订并沿用至今，已
累计开展了 10次期货公司分类评
价。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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