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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的九个问题

作者：舒知堂 康家昕

2017 年 7 月，中国证监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的指导意

见》（下称“《指导意见》”），标志着一个新兴的以重点支持创新创业型企业为主要目标的公司债券品种正

式推出。一些新三板挂牌的创新层企业开始尝试这种新型融资方式，成功发行了创新创业公司债券并在沪深交

易所挂牌交易，更多的新三板挂牌企业及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企业可能并不太了解这一债券品种。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公开资本市场团队结合中国证监会的《指导意见》及已有的业务实操案例就相关事项进行

了分析和整理，以供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决策时参考。

一、何为“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简称“双创债”，是指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公司、创业投资公司，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发行的公司债券，也是证监会面向创新

创业公司和创业投资公司，尤其是新三板创新层中的挂牌企业和创新创业中小企业，推出的一种新兴的公司债

券品种。

发行“双创债”，

旨在满足创新创业企业融资需求，推动资本市场精准服务创新创业，优化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创新创业

企业的资本形成机制，有效增加创新创业金融供给，完善金融供给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进一

步提高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二、“双创债”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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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分别单称“上交所”、“深交所”，合称“沪深交易

所”）出台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的《证券公司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承销业务试点办法》，为市场推出了“中小企业私募债”这一全新的债券类投资产品，包括一些新三板挂牌企

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开始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当时试点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在发行人门槛、审批速度等方面

和其他债券品种相比优势突出，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

国结算”）编制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 2016》的统计，截至 2016 年末，中国结算登记存管的沪深交

易所的中小企业私募债达到 1,316 只，占证券总数的 10%；债券面值达到人民币 11,943.17 亿元，占证券面值

总额的 9%；市值达到人民币 11,440.21 亿元，占证券市值总额的 1%。

2015 年 1 月，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将公司债发行范围由上市公司扩大到

所有公司制法人主体。

这意味着此前发行条件较宽松的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发行主体被公司债所覆盖，并且还简化了公司债的审核流程，

使得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只要发行人和投资者达成共识即可备案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因此丧失了比较优势。

2015 年 5 月，沪深交易所出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了此前的《中小企业私募

债券暂行办法》。2015 年 10 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出《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公司债券承销业务自律规则

的通知》，同时废止了此前的《证券公司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试点办法》，中小企业私募债正式并

入一般公司债的范畴，不再单独备案。但我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型企业仍需解决融资问题。

2016 年 3 月，苏州方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普滤得净化股份有限公司、及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家新三板挂牌创新创业型公司成功地发行了公司债券，并在上交所挂牌交易。这是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首次

试水债券市场融资，被市场普遍认为是作为中小企业私募债 2.0 版本的“双创债”的首批发行。

2016 年 6 月，证监会成立“双创债”专项小组，统筹推动“双创债”试点发展。2016 年 10 月，昆山龙腾光

电有限公司、苏州德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两单“双创债”成功发行，并在上交所上市。这是

证监会设立“双创债”专项小组、统筹推动“双创债”债试点工作以来亮相市场的首批“双创债”。

2017 年 7 月，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

双创债正式步入常规发行，并纳入地方政府金融支持体系，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推广试点工作。

三、“双创债”的重点支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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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双创债”发行的试点初期，对于发行主体，监管层是有政策偏向的，以下类型的公司发行“双创

债”，将在政策上受到青睐：

3.1 注册或主要经营地在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创新创业资源集聚区域内的公司：

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

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沈阳市浑南区、上海市杨浦区、常州市武进区、

杭州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建福州新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湖南湘江新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园区、深圳市南

山区、重庆两江新区、成都市郫县、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

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区域
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

国家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

区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市、浙江义乌市、福建厦门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

群、山西省、重庆市、成都市、沈阳经济区、黑龙江“两大平原”地区

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

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深圳（全市）、江苏苏南（区域）、天津滨海、湖南长株

潭、成都高新区、西安高新区、杭州高新区、珠三角（区域）、河南郑洛新、山东半岛、辽宁

沈大等

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

全国 145 家，略

3.2 已纳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新三板”）创新层的挂牌公司。

根据新三板于 2016 年 5 月出台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分层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

定，新三板板创新层的准入要求如下：

项目 要求

盈利能力
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年平均净利润不少于 2000 万元；最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平均不低于 10%

成长性
最近两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

低于 4000 万元；股本不少于 20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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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中国证监会将及时总结试点工作成效，根据试点工作开展情况适时扩大试点范围。

四、“双创债”的制度特点

4.1 实行专项审核

“双创债”受理及审核设立专项机制，实行“专人对接、专项审核”，适用“即报即审”政策，提高上市审

核、挂牌转让条件确认工作效率。

4.2 鼓励承销机构

将证券公司承销“双创债”的情况，作为证券公司分类评价中社会责任评价的重要内容。中国证券业协会建立

“双创债”专项信息统计和评估机制，对证券经营机构开展“双创债”中介服务的工作成效进行考评。支持和

鼓励证券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积极开展“双创债”中介服务，同时加强“双创债”理论研究和业务

创新。

4.3 引导公司发行“双创债”

监管层主动对接辖区地方人民政府和高新科技园区，充分研究各地区、各园区现有科技金融支持政策，做好与

“双创债”政策的对接，推动“双创债”纳入地方政府科技金融支持政策体系。

4.4 引导投资者投资“双创债”

加强“双创债”业务推广和政策培训，提升市场影响力。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

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具备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机构投资者依法合规投资“双创债”。

4.5 鼓励业务创新

支持和鼓励证券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积极开展“双创债”中介服务，同时加强“双创债”理论研究

和业务创新。包括但不限于：

4.5.1 探索“双创债”增信机制创新。拓宽抵押、质押品范围，研究以发行人合法拥有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股

权，或者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为“双创债”提供增信等措施。

做市市值
最近有成交 60 个做市转让日的平均市值不少于 6 亿元；最近一年年末股东权益不少于

5000 万元；做市商家数不少于 6 家；合格投资者不少于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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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探索市场化手段有效防范和分散“双创债”信用风险。研究设置多样化的偿债保障条款，保持发行人偿

债能力，包括控制权变更限制条款、核心资产划转限制条款、交叉违约条款、新增债务限制条款、支出限制条

款等。

4.6 支持设置转股条款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

规章的相关规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主体只有上市公司及股票公开转让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双创债”则

突破了这一规定，但同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发行主体方面，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创业公

司债券试点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下称“《起草说明》”），在试点阶段，发行私募可转

债主体暂限定为新三板创新层公司和非上市非挂牌公司；在发行条件方面，《指导意见》就发行附可转换成股

份条款的“双创债”作了三项规定：

1) 附转股条款的“双创债”需非公开发行；

2) 附转股条款的“双创债”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监管规定；

3) 债券持有人行使转股权后，发行人股东人数不得超过 200 人。

另据沪深交易所、新三板、中国结算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共同发布的《创新创业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业务实施细则(试行)》第七条的规定，发行人申请可转换债券在上交所挂牌转让，除满足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挂牌转让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 发行人为股份有限公司；

2) 发行人股票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3) 可转换债券发行前，发行人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

4) 可转换债券的存续期限不超过 6 年；

5) 上交所和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条件。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附转股条款的“双创债”非公开发行仍然不失为一项对创新创业企业及其投资者有利的制

度供给。正如《起草说明》中所说：“通过设置转股条款，一方面使投资者在债券固定收益的基础上享受企业

成长带来的溢价；另一方面为发行人提供股债夹层的融资工具，满足多样化的融资需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实践中，因业绩、估值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创新创业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经常与投资机构达成‘明股实债’的

投资协议。通过私募可转债这一交易所挂牌的标准化债券产品，可有效满足创新创业企业与投资机构的投融资

需求，支持创新创业企业融资。”为了鼓励“双创债”非公开发行中附转股条款的交易实践，政策制定者还给

出了一些政策优惠，如新三板挂牌公司发行的附可转换成股份条款的“双创债”，在转换成挂牌公司股份时，

可减免股份登记费用及转换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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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双创债”的发行条件

“双创债”的发行除须满足相关法律、规章就一般公司债券的公开发行及非公开发行所规定的条件外，《指导

意见》还要求发行主体满足作为“创新创业公司”或“创业投资公司”的条件：

5.1 创新创业公司，是指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或者具有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的中小型公

司。创新创业公司发行“双创债”，应当就本公司创新创业特征作专项披露；债券承销机构应当依据以下规范

性文件进行审慎筛查，就发行人是否具有创新创业特征发表明确意见：

1)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发展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 2025＞的通知》(国发 [2015]28 号)及相关政策文件；

3) 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文件；

4) 国家及地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

5) 其他创新创业相关政策文件。

5.2 创业投资公司，是指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

定，向创新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公司制创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创业投资公司发行“双创

债”的资金应专项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创新创业公司的股权。

六、公开发行“双创债”的申请及核准

“双创债”实质属于公司债券的一种特殊形式，与一般公司债券一样，可分为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两种。其

中公开发行又可分为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均需要证监会的核准，但两种略有

不同，公开发行“双创债”的具体流程如下：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六的规定，公开发行“双创债”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主体应

依据证监会制定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4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2015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5] 3 号）中规定的申请材料目录及要求进行申请。

证监会的核准流程：

② 面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双创债”的审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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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审核流程：

七、非公开发行“双创债”的项目承接、备案及交易所挂牌流程

7.1 非公开发行“双创债”的项目承接

非公开发行“双创债”，无须中国证监会进行核准，但承销机构在承接“双创债”非公开发行项目时，须根据

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承接负面清单》对非公开发行“双创债”的发行主体条件进

行审核把关，即凡存在以下各项情况的拟发行主体，承销机构都不应承接其公司债券发行项目：

1. 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或公司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的发行人。

2. 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迟延支付本息的事实，仍处于继续状态的发行人。

3. 最近 12 个月内因违反《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的发行人。

4. 最近两年内财务报表曾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发行人。

5. 擅自改变前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而未做纠正，或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发行

人。

6. 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发行人。

7.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本条所指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是指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

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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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土资源部等部门认定的存在“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房地产公司。

9. 典当行。

10. 非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的担保公司。

11. 未能满足以下条件的小贷公司：

经省级主管机关批准设立或备案，且成立时间满 2 年；

省级监管评级或考核评级连续两年达到最高等级；

主体信用评级达到 AA-或以上。

7.2 非公开发行“双创债”的备案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备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拟在证券交易场所

挂牌、转让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承销机构或自行销售的发行人应当在每次发行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

证券业协会报送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1. 发行人相关信息；

2. 债券发行相关信息；

3. 中介机构相关信息；

4. 债券持有人保护相关安排信息；

5. 承销机构或自行销售的发行人关于报备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承销机构或自行销售的发行人关

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销售符合适当性要求的承诺；承销机构对项目承接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承诺。

拟在证券公司柜台转让或持有到期不转让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承销机构或自行销售的发行人应当在每次发

行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送备案登记表，同时报送以下材料：

1. 发行人内设有权机构关于本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事项的决议；

2.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3. 担保合同、担保函等增信措施证明文件（如有）；

4. 受托管理协议；

5. 发行人经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两个会计年度（未满两年的自成立之日

起）的财务报告；

6.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期债券发行的法律意见书；

7. 信用评级报告（如有）；

8. 债券持有人名册；

9. 协会要求报备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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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非公开发行“双创债”的交易所挂牌申请及流程

7.3.1 交易所挂牌申请

根据沪深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司债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申请债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

还应当向交易所提交下列文件，并在挂牌转让前与交易所签订转让服务协议：

1) 债券挂牌转让申请书；

2) 债券募集说明书、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受托管理协议、担保文件

（如有）、评级报告（如有）、发行结果公告等发行文件；

3) 债券实际募集数额的证明文件；

4) 承销机构（如有）出具的关于本次债券符合挂牌转让条件的意见书；

5) 登记结算机构的登记证明文件；

6)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交易所收到挂牌转让申请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完备性核对，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作出同意挂

牌转让或不予挂牌转让的决定。

7.3.2 交易所挂牌条件确认流程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条件确认业务指引》中的规定为例，证券交易所就非公开发行的

“双创债”进行挂牌条件确认的流程如下：

1) 接收发行人、承销机构提交的挂牌转让申请文件后，在 2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文件是否齐全和符合形式要求

进行核对。文件齐备的，予以受理；文件不齐备的，一次性告知补正；明显不符合交易所挂牌条件的，不

予受理；

2) 交易所受理申请文件后，确定两名工作人员进行审议。相关工作人员对申请文件进行审议并查阅相关诚信

档案，提出意见，提交审议会集体讨论；

3) 审议会主要讨论审议中关注的主要问题，确定需要发行人补充披露、解释说明、中介机构进一步核查落实

的问题和其他需讨论的事项，并确定书面反馈意见；

4) 首次书面反馈意见在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交易所电子申报系统，送达发行人、承销机构，特

殊情况除外；

5) 发行人、承销机构应当于收到交易所书面反馈意见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通过交易所电子申报系统，提

交书面回复文件，对反馈意见进行逐项回复，并由发行人、承销机构等加盖公章；回复意见涉及申请文件修改

的，应当同时提交修改后的申请文件及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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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特殊情形需延期回复的，发行人、承销机构应当在书面反馈意见回复期限届满前向交易所提交延期回复

申请，说明延期理由和拟回复时间。回复延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

7) 发行人、承销机构对书面反馈意见有疑问的，可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需进行当面沟通的，应当在交

易所办公场所进行并有两名以上交易所工作人员同时在场；

8) 反馈意见回复及经修改的申请文件不符合要求或者存在其他需要落实的重要事项的，交易所可以出具补充

的书面反馈意见；

9) 如无特殊情况，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在发行人、承销机构提交反馈意见回复后 5 个工作日内，就反馈意见回

复及申请文件修改情况，再次提交审议会集体讨论，并确定书面补充反馈意见；

10) 交易所出具书面补充反馈意见最多不超过两次；

11) 无需出具书面反馈意见或补充反馈意见，或者已出具两次补充反馈意见的，由审议会作出“通过”、“有

条件通过”、“不通过”3 种会议意见；

12) 申请文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或存在中介机构明显不勤勉尽责的其他情形的，交易所可以不出具书面反馈意

见，由审议会直接作出“不通过”的会议意见；

13) 审议会意见为“通过”的，交易所向发行人出具符合挂牌条件的相关文件；

14) 审议会意见为“有条件通过”的，在相关事项落实完毕后，交易所向发行人出具符合挂牌条件的相关文

件；

15) 审议会意见为“不通过”的，交易所向发行人出具不符合挂牌条件的相关文件并告知理由；

16) 发行人、承销机构应当根据交易所相关要求对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申请文件等材料原件进行封

卷、归档和留存。

八、“双创债”的发行概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已发行上市的“双创债”共有 19 只，其中非公开发行的“双创债”14 只，公开发

行的“双创债”5 只。

发行规模最大的“双创债”为深圳市天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图投资”），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的 2017 年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天图 01，债券代码：143124），募集资金达人

民币 10 亿元。证监会核准天图投资发行不超过 18 亿元双创债，是为“创业投资公司”类双创债试点的第一

单。公司采用分期方式发行，其中首期基础规模 5 亿元，附不超过 5 亿元（含）超额配售选择权。在实际发行

中，天图投资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最终发行规模 10 亿元。

发行规模最小的“双创债”为苏州德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2016 年创新创业公司债券（债券

简称：16 德品债，债券代码：145073），募集资金数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



www.meritsandtree.com

从已发行的双创债来看，发行方式以非公开发行为主，发行规模相对一般公司债普遍要少，3,000 万元左右是

主流，债券期限以 1-2 年为主；而公开发行规模则在亿元级别以上，债券期限大多在 3-5 年。债券票息则分化

比较大，部分债券票息较低的可能和担保方资质有关。在已经发行的几单中，有部分债券引入了增信担保措施。

若未来双创债的试点工作中能够引入更为完善的增信担保措施，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强双创债的吸引力。

九、已发行的“双创债”基本信息

9.1 首批“双创债”

编号 发行主体 证券全称 发行总额(万元)
期限

(年)
年利率

1
方林科技 (新三板代码: 430

432)

苏州方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

司债券

2000 1 5.35%

2
普滤得（新三板代码: 43043

0）

苏州普滤得净化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

公司债

1000 1 5.35%

3
金宏气体（新三板代码: 831

450）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公

司债券

3000 1 5.35%

9.2 已发行上市的“双创债”

非公开发行的“双创债”

编号 发行主体 证券全称
发行总额(万

元)
期限(年) 年利率

1 龙腾光电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2016 年创新创业公

司债券(第一期)

5,000 1 3.88%

2
德品医疗（新三板代

码：835227）
500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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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发行主体 证券全称
发行总额(万

元)
期限(年) 年利率

苏州德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6 年创

新创业公司债券

3
传视影视（新三板代

码：832455）

苏州传视影视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创

新创业公司债券

2,000 3 7%

4
广厦网络（新三板代

码：430128）

北京广厦网络技术股份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

2,500 2 7.1%

5
胄天科技（新三板代

码：835836）

浙江胄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

1,200 2 6.50%

6
旭杰科技（新三板代

码：836149）

苏州旭捷建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创

新创业公司债券

1,560 3 7%

7
伏泰科技（新三板代

码：832633）

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

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2,000 2 7%

8
图南电子（新三板代

码：839583）

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第一期）

1,000 2 6%

9 龙腾光电

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2017 年创新创业公

司债券

5,000 1 5.60%

10
旭杰科技（新三板代

码：836149）

苏州旭杰建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创

新创业可转换公司债券

1,060 6 6.50%



www.meritsandtree.com

编号 发行主体 证券全称
发行总额(万

元)
期限(年) 年利率

11
伏泰科技（新三板代

码：832633）

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

创新创业可转换公司债券

4,000 1 4%

▪ 公开发行的“双创债”

编号 发行主体 证券全称
发行总额(亿

元)
期限(年) 年利率

1
阳普医疗（新三板代

码：300030）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一

期)

3 5 5.65%

2
璞泰来（沪市代码：6

03659）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创新

创业公司债券(第一期)

2 3 5.30%

3
天图投资（新三板代

码：833979）

深圳市天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合格

投资者)

10 5 6.5%

4
圣泉集团（新三板代

码：830881）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7 年度创新创业公

司债券（第一期）

1 3 7.00%

5
天图投资（新三板代

码：833979）

深圳市天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

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第二期）

（面向合格投资者）

8 5 6.0%

9.3 收到交易所无异议函但尚未发行的“双创债”发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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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有 5 家拟发行“双创债”的公司收到交易所无异议函：

编号 发行主体 发行方式

发行总额(万

元)
期限(年) 交易所无异议函号

1
普金科技（新三板代

码：430486）
非公开发行 2,000 2 深证函[2017]305 号

2
大盛微电（新三板代

码：830955）
非公开发行 5,000 3 上证函[2017]968 号

3
德鑫物联（新三板代

码：430074）
非公开发行 3,000 3 上证函[2017]920 号

4
丰电科技（新三板代

码：430211）
非公开发行 3,000 3 上证函[2017]970 号

5
阿尔特（新三板代

码：836019）
非公开发行 6,000 3 上证函[2017]1296 号

9.4 已披露预案的“双创债”发行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有 29 家拟发行“双创债”的公司公布了发行预案：

编号 拟发行主体 拟发行方式 发行总额 (万元) 债券期限(年)

1 龙华薄膜（新三板代码：

832157）
非公开发行 3,000 3

2 世源频控（新三板代码：

839434）
非公开发行 1,000 3

3 大盛微电（新三板代码：

830955）
非公开发行 5,000 3

4 精晶药业（新三板代码：

835033）
非公开发行，附转股条款 15,000 3

5 京源环保（新三板代码：

831540）
非公开发行 3,000 3

6 七维航测（新三板代码：

430088）
非公开发行 5,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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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拟发行主体 拟发行方式 发行总额 (万元) 债券期限(年)

7 元年科技（新三板代码：

834507）
非公开发行 4,000 3

8 浙商创投（新三板代码：

834089）
非公开发行 30,000 5

9 纽米科技（新三板代码：

831742）
非公开发行 30,000 3

10 合佳医药（新三板代码：

838641）
非公开发行，附转股条款 15,000 3

11 乐米科技（新三板代码：

839603）
非公开发行 1,000 3

12 美兰股份（新三板代码：

430236）
非公开发行 2,000 3

13 天星股份（新三板代码：

838984）
非公开发行，附转股条款 2,000 3

14 赛莱拉（新三板代码：83

1049）
非公开发行 3,000 3

15 蓝天环保（新三板代码：

430263）
非公开发行，附转股条款 15,000 3

16 加勒股份（新三板代码：

838232）
非公开发行 1,000 3

17 中建信息（新三板代码：

834082）
非公开发行 20,000 1

18 华索科技（新三板代码：

430289）
非公开发行 5,000 3

19 中南卡通（新三板代码：

833156）
非公开发行 25,000 3

20 联兴科技（新三板代码：

430680）
非公开发行 9,000 3

21 博雅科技 非公开发行 5,000 5

22 紫科环保（新三板代码：

837770）

非公开发行，附转股条款
15,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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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拟发行主体 拟发行方式 发行总额 (万元) 债券期限(年)

23 西部股份（新三板代码：

833255）

非公开发行，附转股条款
7,000 3

24 汉瑞森（新三板代码：83

7561）

非公开发行
500 3

25 信维股份（新三板代码：

836447）

非公开发行
3,000 2

26 飞企互联（新三板代码：

834791）

非公开发行
3,000 3

27 中科水生（新三板代码：

835425）

非公开发行，附转股条款
6,000 3

28 星亚股份（新三板代码：

870490）

非公开发行
3,000 2

29 本草春（新三板代码：83

7449）

非公开发行
5,000 3

9.5 已终止预案的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有 3 家拟发行“双创债”的公司终止了发行预案：

编号 代码 发行方式 发行总额(万元)
期 限

(年)
终止原因

1
凡拓创意（新三板

代码：833414）
非公开发行 1,000 3

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和资金情

况，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和融资需

求，公司决定调整方案，拟终止上

述公司债券发行工作。

2
中航泰达（新三板

代码：836263）
非公开发行 2,000 3

由于市场及发债成本的变化，公司

对未来资本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重

新规划，公司在发债有效期之内未

完成本次债券发行，现终止本次债

券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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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佳和农牧（新三板

代码：871537）
非公开发行 30,000 3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安排，为配

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的实施，经董

事会讨论，公司审慎决定终止此次

非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总之，从证监会出台《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背景和内容可以明显看出，

在新三板挂牌企业股权融资较为困难的情况下，监管层鼓励和支持创新创业进行债权融资的意图十分明显。相

关创新创业企业应当迅速抓住政策出台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政策优势、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进一

步提高自身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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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项的法律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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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存托凭证模式概览及 CDR 的展望

作者：舒知堂 康家昕 车金平

近日，在全国两会期间，关于在境外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和独角兽企业重返国内资本市场的消息不绝于耳；据《21

世纪经济报道》、《财新网》等媒体报道，目前监管层已在与市场机构一起研究以中国存托凭证（CDR）制度

承接“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优质海外上市中概股回归国内资本市场的可能性，但 CDR 作

为一个新的证券品种，对境内资本市场的大多数参与者来说可能还比较陌生。为此，植德组织了公开资本市场

组的相关合伙人、律师，试图对已有较为成熟制度和经验的境外存托凭证的概念、类型、法律原理、各参与主

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等方面进行一些介绍，并希望对即将推出的中国存托凭证（CDR）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可能的

方案设计进行初步展望。

一、存托凭证（DR）简介

存托凭证（Depositary Receipt，简称 DR）,是指在一国证券市场流通的代表外国（或境外）公司（包括上市

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有价证券的可转让凭证，属于一种用于发行人融资的金融衍生工具。通常情况下，每个存

托凭证代表一定数量的境外发行人发行的基础证券（如股票）。存托凭证一般用来代表公司股票，有时也用来代

表债券。存托凭证持有人享有境外有价证券的收益，但可避免单个持有人跨境货币兑换、交易程式复杂等多方

面的不便。

存托凭证 1927 年起源于美国，后被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移植和借鉴。

从全球已有存托凭证证券品种的主要资本市场来看，根据不同的划分依据，存托凭证可分为不同的类型，目前

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存托凭证类型：

划分依据 存托凭证类型 备注

面向单一或多个证券市场

美国存托凭证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s，ADR）

ADR 只面向美国投资者

全球存托凭证

（Global Depositary 

GDR 面向两个或两个以上证券市场的

投资者（通常是美国、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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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依据 存托凭证类型 备注

Receipts，GDR）

境外发行人主导程度

发起型存托凭证

（Sponsored DR）

境外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起主导作

用，发行人以自身名义签署存托协议

非发起型存托凭证

（Unsponsored DR）

境外发行人不参与发行过程，通常为

发行人大股东以其自身名义签订存托

协议，该种 DR 不具备融资功能

存托凭证上市地

美国存托凭证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s，ADR）

美国存托凭证（ADR）在美国发行后

通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上

市交易；

欧洲存托凭证（EDR）主要在伦敦、

卢森堡、巴黎、法兰克福等地发行，

通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卢森堡证券

交易所、巴黎证券交易所或法兰克福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香港存托凭证（HDR）在香港发行，

通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交易；

新加坡存托凭证（SDR）在新加坡发

行，通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日本存托凭证（JDR）在日本发行，

通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台湾存托凭证（TDR）在台湾发行，

通常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目前，美国存托凭证的发行和交易相

对较为活跃。

欧洲存托凭证

（European Depositary 

Receipts，EDR）

香港存托凭证

（Hong Kong Depositary 

Receipts，HDR）

新加坡存托凭证

（Singapore Depositary 

Receipts，SDR）

日本存托凭证

（Japan Depositary 

Receipts，JDR）

台湾存托凭证

（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TDR）

以美国存托凭证（ADR）的交易架构为例，通常意义上存托凭证的发行需要境外发行人、境外托管银行、境

内存托银行、境内证券承销商、境内投资者及境内证券交易所等主体的参与，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及主要交

易过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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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存托凭证概览

1. 美国存托凭证（ADR）

存托凭证制度于 1927 年由美国金融业巨头 J.P.摩根首创，其发行目的是为了方便美国投资者投资英国当地的

股票。此后 ADR 也成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发行存托凭证的范本。

根据发行条件和交易规则的不同，ADR 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一级 ADR（level 1）、二级 ADR（level 

2）、三级 ADR（level 3）和美国《证券法》144A 规则下的 RADR（Rule 144A-ADR Private 

Placement）。关于这四类 ADR 的相关情况，如下表 ：

一级 ADR 二级 ADR 三级 ADR RADR

发行对象 零售及机构投资者 零售及机构投资者
零售及机构投资

者

合格机构投资

者

发行内容
发行人已上市流通

的股票

发行人已上市流通的

股票
发行新的股票 发行新的股票

融资功能 无 无 有 有

发行方式 非公开配售 非公开配售 公开发行 非公开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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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ADR 二级 ADR 三级 ADR RADR

交易地点
OTC

（柜台交易）

交易所

（挂牌上市）

交易所

（增资发行）

OTC

（柜台交易）

信息披露与监管要求

较宽松，不要求遵

守美国会计准则

（GAAP）、不要

求满足交易所上市

规则和美国证监会

（SEC）的持续披

露要求

较严格，需要按时提

供年报（Form 20-

F）、符合 GAAP 要

求、遵守上市规则和

SEC 持续披露要求

最严格，需要办

理 SEC 规定的全

部注册手续、符

合 GAAP 要

求，、满足 SEC

公开信息披露要

求

最宽松

是否需要 SEC 注册
需要以 F-6 表格进

行注册

需要以 F-6 表格进行

注册

需要用 F-1、F-

2、或 F-3 表格进

行注册

不需要

发行所需时间 短 较长 长 较短

参与 ADR 发行与交易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存托银行和托管银行。其中存托银行（Depositary Bank）一般位

于 ADR 发行国境内，即美国，在 ADR 的交易过程中，为 ADR 的投资者提供注册、过户、保管以及清算等服

务，同时也为 ADR 持有者和发行人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托管银行（Custodian Bank）一般是由存托银行

在基础证券（如股票）发行国内安排的银行，通常是其在当地的分行或者代理行。

据植德统计，目前已有较多主要经营地在中国内地的企业在美国发行并上市交易其 ADR，代表性案例包括：

中国铝业（ACH）、东方航空（CEA）、南方航空（ZHN）、中海油（CEO）、中国电信（CHA）、中国移

动（CHL）、中国联通（CHU）、中国网通（CN）、华能国际（HNP）、中国人寿（LFC）、中国石油

（PTR）、上海石化（SHI）、中国石化（SNP）、兖州煤业（YZC）、中芯国际（SMI）、猎豹移动

（CMCM）、爱康国宾（KANG）、聚美优品（JMEI）、途牛旅游（TOUR）、网易（NTES）、百度

（BIDU）、携程网（CTRP）、如家酒店(HMIN)、盛大网络（SNDA）等。

2. 香港存托凭证（HDR）和新加坡存托凭证（SDR）

2.1 香港存托凭证（HDR）

根据香港联交所 2018 年 2 月 15 日最新修订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为存托凭证（香港存托凭证）设立的架构—

常见问题解答》（HKex’s Framework For Depositary Receipts(HDRs)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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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s)，以下简称“《HDR 问答》”），香港存托凭证（HDR）于 2008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允许发行人

以 HDR 的形式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以 HDR 的形式上市的发行人须遵守的上市机制与以股份上市的发行人所

遵守的机制相同，同时有关上市要求、上市程序以及持续责任的规定也一样。

截至 2017 年 7 月 7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的 HDR 仅有两只，分别为优衣库（注册在日本）和

COACH（注册在美国）。

关于 HDR，《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和《HDR 问答》分别进行了专章规定和解释，其主要内容如下：

项目 内容

发行对象 个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

上市交易地点 现阶段只可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发行内容
HDR 的相关有价证券只能是发行人的股份，而不能是诸如 ADR、

GDR、基金等其他产品

持有者权利 与发行人股东享有的权利无异，可以在发行人股东大会上投票

存托银行资质
须为香港联交所接纳的金融机构，接纳与否与该金融机构从事存托凭证

（DR）的业务经验有关

交易结算机制
HDR 可以以港币或者美元进行交易和结算，交收系统为香港中央结算系

统（CCASS）

能否发行权证（warrants） 可以

是否可以同时发行股票和

HDR
否，发行人不能同时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 HDR，只能选择二者之一

相关规章制度 《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19B 章对 HDR 进行了专章规定

2.2 新加坡存托凭证（SDR）

新加坡存托凭证（SDR）类似于 ADR，其中值得关注的是 SDR 在新加坡主板（Main Board）、凯利板

（Catalist Board）以及海外版（Foreign Board）均可以上市，同时允许所有外国机构发行以新加坡法定货

币标明面值的股票和债券，上市条件与新加坡国内公司上市条件相同。

3. 其他存托凭证

除了上述几种存托凭证以外，目前全球市场上还存在欧洲存托凭证（EDR）、台湾存托凭证（TDR）等。EDR

主要在英国伦敦、卢森堡以及德国发行及交易。比较知名的发行 TDR 的香港上市公司有中国旺旺、康师傅

等。EDR 和 TDR 的交易结构基本上与 ADR 相同，没有太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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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托凭证（DR）主要法律关系

以香港联交所存托凭证制度为例，存托凭证的发行和交易主要涉及发行人、存托银行、托管银行、证券交易所

以及投资者几个主体，同时还涉及到承销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各主体的法律地位及

其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下：

1. 存托银行的法律地位

存托银行在存托凭证发行以及交易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比较关键的，存托银行是存托凭证名义上的发行人，同

时因为发行人的股票存托登记在存托银行的名下，所以需要通过存托银行向投资者发送公司通讯文件及应得权

益，并代投资者递交投票指示及行使其应得权益。

投资者、发行人所享有的权利、须履行的义务主要规定在事前签署的存托协议中，因此无论是对于投资者还是

发行人而言，为了更好的保护自身利益，应该慎重对待存托协议中的条款，以防权利受损。

2. 托管银行的法律地位

托管银行一般为基础证券发行人所在地（境外）的银行。托管银行作为基础证券的保管方，其自身的法律地位

以及法律关系主要规定在与境内存托银行签署的保管协议中。

3. 投资者的法律地位

从存托凭证的整个交易结构来看，DR 的投资者名义上持有的是存托凭证，但实际上其目的应在于持有境外发

行人的股票等有价证券、成为境外发行人的实际股东，理应享有股东的相关权益，诸如表决权、知情权、参加

股东大会的权利等。但由于基础证券托管于保管银行，存托银行是境外发行人股东名册上的登记股东，投资者

拥有的仅是存托凭证，因此存托银行与投资者何者是发行人的真正股东是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这种法律关系

有点类似于中国境内的股权（股份）代持情形。

从 ADR 和 HDR 的相关规定来看，一般情况下，存托银行被认定为所存托的基础证券的持有者，即发行人的

股东，而存托凭证的持有者并不当然成为其持有的存托凭证发行人的股东。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及其

《HDR 问答》，HDR 持有者的权利来源于存托协议，而发行人股东的权利来源于发行人注册地的法律法规，

一般而言，香港存托凭证持有人所享有的权利与发行人股东享有的权利无异。例如《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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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关买卖存托凭证的条文背后最主要的原则在于：存托凭证持有人应被视为拥有与发行人股东在下列各方

面获赋予大致同等的权利及责任: (a)发行人的组织章程文件; (b)规管股东与发行人之间权利及责任的法例;(c)

《上市规则》;及(d)《证券及期货条例》及附属法例(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市场失当行为及披露内幕消息 及权益

的条文)。

鉴于上述情况，对于 DR 的投资者而言，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应该在签署存托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时，

清楚约定投资者作为发行人基础证券的真正所有人，相关权利仅委托给存托银行。

4. 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存托凭证交易各方之间，其法律关系主要依靠不同主体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进行确定。发行人、存托银行与

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由存托协议等确定，而存托银行和托管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主要是由保管协议

确定。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国家在对资本市场的准入、监管上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例如中国《证券法》

第 6 条确立了证券业、银行业等分业经营的原则，所以如果发行人聘请中国境内的商业银行担任 DR 发行的存

托银行时，还需要另行聘请证券公司承担 DR 的发行与承销的工作。与此同时，各主体还需要对存托凭证发行

人注册地以及存托凭证上市地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有足够的了解与准确的把握。

四、关于中国存托凭证（CDR）

1. 中国存托凭证的背景

早在 2009 年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提出“国际板”概念时，就考虑过以发行中国存托凭证（CDR）的

方式，促进境外上市公司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

2016 年，监管层重启了关于 CDR 的研究和讨论。6 月 21 日，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 2015 年报》。在

该文件中，央行提出了考虑推出可转换股票存托凭证（CDR）的可能性。12 月 5 日，国务院发布《“十三

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研究特殊股权结构的境外上市企业在境内上市的制度政策”。经过了近两年的

酝酿，CDR 似乎终于在今年两会前夕找到了其“落地”的契机。两会期间，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 3 月 6 日在

参加政协经济界联组讨论后接受采访，在回应关于海外新经济企业回归适合发行 A 股 IPO 还是采用 CDR 的问

题时称，CDR 的方式更合适，这也是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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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行 CDR 可能存在的制度和/或法律难题

在监管层对 CDR 进行制度和规则层面的规划和设计时，非常可能参考比较成熟的 ADR、HDR 等其它法域的

存托凭证制度，结合境内的特殊监管要求，对 CDR 的发行方式（如 ADR 下的四种发行方式）、发行和挂牌

条件、交易机制、定价机制、申报注册文件及流程、信息披露方式等方面进行规则设计，同时还得为出台

CDR 所必须解决的一些制度和法律层面的难题找到解决办法，例如 CDR 与境外基础证券之间的可互换性问

题、外汇兑换和管制问题、监管规则差异和双重监管问题、司法管辖权争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

3. 可能获准率先发行 CDR 的企业

根据未经核实的近期相关媒体报道和传闻，为了尽快迎接新经济企业、标杆性企业的回归，可能被列入第一批

发行 CDR 的公司大多是上市互联网公司的领头羊，包括“BATJ”，还有携程、微博、网易等。

五、CDR 基本结构的设想及中介机构的角色

结合全球范围内存托凭证的实践以及境内资本市场现有的针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则，我们推测，

各中介机构在 CDR 的发行和交易过程中可能分别承担下述职责：

1. CDR 基本结构的设想

2. 中介机构及其角色

2.1 存托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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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托银行在整个 CDR 的发行和交易过程中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存托银行的职责通常分为 CDR 发行和交易

两个阶段：

在 CDR 发行阶段，存托银行需要：

（1）为 CDR 的交易架构的设计提供建议和看法；

（2）指定发行人所在地的托管银行；

（3）对 CDR 和基础证券之间的比率提供建议和看法；

（4）主导 CDR 的发行注册工作，确保 CDR 的发行符合中国对 CDR 发行的监管要求；

（5）协同律师、会计师和券商的配套工作；

（6）CDR 项目推荐、政府关系协调等工作；

（7）出具定价报告、发行方案；

（8）定价、发行 CDR。

在 CDR 交易阶段，存托银行需要：

（1）根据中国境外托管银行所托管的 CDR 发行人（境外上市公司）的基础证券，向投资者发行 CDR；

（2）为 CDR 持有者提供转让、交易、登记等服务；

（3）为 CDR 持有者提供信息查询、咨询、公告发行人信息等服务；

（4）为 CDR 持有者送交发行人的股东大会有关决议案及投票程序的资料，并将 CDR 持有者的投票指示交回

发行人；

（5）发放红利给 CDR 持有者等。

2.2 托管银行

托管银行往往由存托银行进行指派，通常情况下，托管银行为存托银行在发行人注册地的分支机构，或者有密

切商业往来的金融机构。托管银行的主要职责是作为 CDR 存托银行在发行人当地的代理机构，为存托银行持

有并托管发行人用以发行 CDR 的基础证券。

2.3 承销机构

在目前尚无针对 CDR 具体对应的政策、规定和标准的情况下，基于我们对境内外承销机构的认识，以及境外

发行 DR 的存托银行和承销机构通常为同一家机构、而中国境内通常由商业银行负责资金监管和由证券公司负

责证券承销的事实，我们认为在 CDR 发行和交易中，承销机构的主要职责近似于 A 股 IPO 中承销商的职责，

具体包括：

（1）为 CDR 的交易架构的设计提供建议和看法；

（2）为 CDR 交易的资本架构提供建议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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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一起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

（4）起草项目计划书；

（5）协调 CDR 路演；

（6）组织询价；

（7）协助存托银行出具发行方案，定价报告等；

（8）定价、发行 CDR。

2.4 律师事务所

考虑到在存托凭证发行过程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基本上依据存托协议等进行协议约定，因此相关协议对于 CDR

的发行、各方权利和义务等至关重要，需要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提供合法合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在起草、修

改相关协议文件过程中，确保相关协议的约定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规定，确保各方的权利义务公平、合

理并可执行。

律师事务所的职责，具体包括：

（1）为 CDR 的交易架构的设计提供建议和看法；

（2）协商 CDR 各方起草存托协议、保管协议等与发行 CDR 有关的协议；

（3）与承销商、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一起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

（4）出具关于发行 CDR 的法律意见书；

（5）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出台的相关监管规定，出具相应的文件或函件；

（6）在 CDR 发行后，协助发行人履行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等。

2.5 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在 CDR 发行和交易的过程中，主要履行的职责是：

（1）在 CDR 发行阶段，根据 CDR 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制作符合相应会计准则标准的审计报

告；

（2）在 CDR 交易阶段，及时提供符合相应会计准则标准的财务季度报告、半年报以及年报等。

结语

存托凭证是一项十分精巧的制度设计，其对于在全球资本市场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若

中国内地借鉴境外资本市场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己的特殊国情推出中国存托凭证，则既能满足主要经营地在

中国内地的境外上市公司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强烈愿望，又能切合当下监管层支持新经济企业发展，推进资本

市场供给侧改革，调整、升级产业结构的需要，还能加大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中国境内投资者的投资标

的，可谓一举多得。尽管中国存托凭证的成功落地还需要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现有法律、规则框架进行一定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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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调整，并有待对国内不同监管部门之间以及跨境证券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安排、协调，但并不排除在

决策层和时势的驱动下，上述调整和安排以极快的速度完成。无论如何，如果中国存托凭证最终得以施行，可

望给资本市场的各参与方带来不容忽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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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 持有人是不是“独角兽”们的股东？

作者：舒知堂 康家昕 车金平

“CDR”可以说是近来中国资本市场上最热门的词汇。从证监会官员在两会期间的反复提及，到阿里巴巴、京

东等在美上市的“独角兽”公司纷纷表态准备近期通过 CDR 模式返回中国境内上市，再到坊间传闻的各种 CDR

实施时间表，都反映出市场对于即将到来的 CDR 的某种急切情绪。人们不仅急切于了解 CDR 在中国落地的节

奏，还迫切地想要知道 CDR 的运作机制及其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在《境外存托凭证模式概览及 CDR 机制设想》一文中，我们已经对存托凭证的运作机制进行过一些简单的介

绍，本文则将对可能是潜在的 CDR 投资者最为关注的几个法律问题展开探讨。

一、存托凭证持有人究竟是不是发行人的股东？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运行较为成熟的美国存托凭证("ADR")机制。ADR 持有人是否等同于发行人的

股东，发行人在其向美国证监会报送的招股说明书中设有专章进行表述。阿里巴巴、百度、京东、新浪微博等

以 ADR 方式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的招股说明书对于 ADR 持有人权利的表述基本一致：

We will not treat ADS holders as our shareholders and accordingly, you, as an ADS holder, will not 

have shareholder rights.

这里明确指出，发行人并不将 ADR 持有人[1]视为公司股东，因此该等 ADR 持有人亦不享有股东权利。那么发

行人不将 ADR 持有人视为公司股东的理由是什么呢？

Cayman Islands law governs shareholder rights.

阿里巴巴、百度等以 ADR 方式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从以上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

发行人之所以不将 ADR 持有人视为公司股东，是依据开曼群岛法律的相关规定。那么，作为 ADR 持有人，其

享有何种权利？其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4MTY1MDM4OQ==&mid=2247484269&idx=1&sn=2628d4874afe4d31867a9992a81d2c4c&chksm=eba4b6d7dcd33fc16837df01a60655d9af2ecebe1d5c20487a9995ba40bd87356ad19c77ec48&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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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holder of ADSs, you will have ADS holder rights. A deposit agreement sets out ADS holder rights.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govern the deposit agreement and the ADSs.

可见，ADR 持有人的权利由存托协议设定，而 ADR 及存托协议的法律依据则是纽约州法律。

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依据发行人注册地的法律，ADR 持有人并非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股东的权利和 ADR

持有人的权利系基于不同的法律依据设定，两者之间亦并不能画等号。

二、发行人股东与 ADR 持有人之间的权利内容比较

尽管 ADR 持有人的权利和发行人股东的权利系基于不同的法律依据设定，但在实践中，ADR 持有人基于存托

协议针对存托股份份额所享有的权利，和发行人股东针对其所持股份所享有的股东权利，是否具有相似甚至相

同的权利内容呢？

2.1 发行人股东的权利

2.1.1 发行人注册地公司法的规定

先来看发行人股东的权利。在 ADR 机制下，发行人与股东及其权利相关的事宜适用发行人注册地法律。由于大

部分以 ADR 方式在美上市的重要中概股公司的注册地都是开曼群岛（见下表），因此，我们便选取《开曼群岛

公司法》作为考察发行人股东权利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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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修订的《开曼群岛公司法》（2013 年修订），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股东权利作出了规定：

A.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同意（第 13 条第（2）款）；

B.股东有权对公司提起诉讼，以制止公司擅自处置动产、不动产的行为（第 28 条）；

C.公司应向股东分红（第 34 条（2）款）；

D.异议股东有权请求公司回购其股份（第 88 条）；

E.股东有权优先认购增发新股（附表 1 第 34 条）；

F.若公司未按时召开普通股东大会，任两名股东有权要求召开普通股东大会（附表 1 第 38 条）；

G.任两名股东可以要求召开特别股东大会（附表 1 第 40 条）；

H.股东拥有投票权（附表 1 第 53 条）；

I.选择和罢免董事的权利（附表 1 第 64 条）；

J.股东大会有权审计公司账目（附表 1 第 101 条）

2.1.2 公司章程的一般规定

由于《开曼群岛公司法》给予公司及其股东以充分的自主权，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对股东权利的具体内容进行自

由约定，但根据我们对以 ADR 方式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的公司章程的查阅，这些公司章程普遍都规定股东

享有以下权利：

A.当股东人数或者股权比例满足特定要求时，可以提请召开股东大会；

B.投票权；

C.有权获得通知并参加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上投票；

D.分红权（dividends）；

E.转让股份的权利；

F.当公司面临清算（wind up）时，股东有权按比例收取公司剩余财产；

G.公司向股东提供每年的财报；

H.减持和增持的权利；

I.股东可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

2.2 ADR 持有人的权

再来看 ADR 持有人的权利。我们搜集了部分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在发行 ADR 时与存托机构及 ADR 持有人

所签署的三方存托协议，其中普遍都规定了 ADR 持有人享有以下权利：

A.转让存托凭证的权利；

B.赎回存托股份（包括存托股份的股息、分红或出售该等股息、分红、权利所得的收益）的权利；

C.获得现金分红、配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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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获得发行人授予的增发股份认购权或其它性质权利的权利；

E.获得除现金、股份或权利以外的其它权益分配的权利；

F.依据 ADR 所代表的存托股份份额享有委托存托机构在发行人股东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的权利；

G.查阅发行人公司文件（包括发行人股东所能查阅的文件）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 ADR 持有人依据存托协议的约定拥有上述权利，但该等权利的行使在较大程度上还受到作为发行人真正

股东的存托机构的限制。

例如，2005 年百度以 ADR 方式在 NASDAQ 上市时（存托机构为纽约银行），其三方存托协议的第 4.4 条约

定，针对 ADR 持有人获得发行人授予的增发股份认购权的权利，存托机构可自主决定代表 ADR 持有人处置该

等权利并将处置权利所得的净收益返还给 ADR 持有人，甚至还可以在其主观认为 ADR 持有人获得该等发行人

所授予的权利不合法或不可行时，替 ADR 持有人放弃该等权利。而且，存托机构还可以自主地决定使哪些 ADR

持有人获得发行人授予的该等权利。

又如，2014 年阿里巴巴以 ADR 方式在纽交所上市时，作为其存托机构的花旗银行在存托协议第 4.10 条中作

出明确声明，针对 ADR 持有人依据存托协议所享有的委托存托机构在发行人股东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的权利，

存托机构无法保证 ADR 持有人能够及时收到关于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从而也无法确保 ADR 持有人具

有充分的时间将投票指示发送给存托机构。

2.3 ADR 持有人与股东之间的权利内容异同

从以上 ADR 持有人与发行人股东各自的权利内容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就发行人股东权利的主要方面而言，ADR

持有人均依据存托协议享有与股东相似内容的权利，包括：投票权、获得分红权、转让证券（股票或 ADR）的

权利、查阅公司文件的权利等。然而，由于 ADR 持有人仅基于存托协议对存托机构享有权利，而不与发行人产

生直接的法律关系，因此 ADR 持有人并不享有直接针对发行人的一系列权利，包括：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权

利、发行人清算时按比例收取公司剩余财产的权利、对公司提起诉讼或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等。另外，

ADR 持有人基于存托协议针对存托股份所享有的一系列权利，均需依赖于存托机构作为中介（受托机构）来行

使，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存托机构的限制。

三、存托凭证持有人对存托股份享有权利的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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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存托凭证持有人对存托股份享有权利的法理基础，最为直接的参考依据是相关司法判例。有趣的是，对于

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司法判例产生于英国，而非美国本土。

2012 年，由英国初级税务法庭（First-Tier Tax Tribunal）审理的“汇丰银行和纽约梅隆银行诉英国税务及海

关总署”一案（HSBC Holdings PLC and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Corporation v. HMRC，以下简称

“汇丰银行案”），可谓对 ADR 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盘点的里程碑式的判例。该案的背景如下：

案件背景

英国汇丰银行系以 ADR 方式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纽约梅隆银行担任其股份的存托机构。在一次增资中，汇丰银

行及其存托机构采取了“ADR 预先发行”的交易模式，即先由存托机构向投资者发行存托凭证，再由发行人向

存托机构所指定的托管机构存入股份。就在汇丰银行向纽约梅隆银行存入股份之时，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对该

次股份存托交易课征了 1.5%的印花储备税(stamp duty reserve tax)。汇丰银行及纽约梅隆银行认为该等征税

行为违法，遂向英国初级税务法庭提起诉讼。原告认为，相关投资者既已取得了 ADR，即对相应的存托股份享

有了实益所有权(beneficial ownership)；而发行人事后将存托股份存入存托机构所指定的托管机构的交易，仅

系“法定权属外壳”(the shell of the legal title)的转移，而不涉及实益所有权的转让，因而不应被课征任何赋

税。

初级税务法庭经审理后认为，汇丰银行将股份存入纽约梅隆银行的交易既非可征收印花储备税的存托凭证发行

行为，亦非可征收一般印花税的股份交易行为，而实系公司募集资本行为的一部分。依据欧盟《资本税条令》

（Capital Duty Directive）的相关条款，公司募集资本的交易不应被课征赋税。因此，初级税务法庭判决英国

税务及海关总署的课税行为违法。

尽管初级税务法庭的裁判结果并未直接回应原告的主张，但在审理过程中却就 ADR 的性质及 ADR 持有人的权

利属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法庭听取了诉讼两造专家证人的证言。双方的专家证人一致

同意，在 ADR 机制下，ADR 持有人与股东享有实质上相同的经济权利；然而，关于 ADR 持有人是否就存托股

份享有纽约州法上的所谓“所有权利益”（proprietary interest，相当于英国信托法中的 beneficial ownership，

属于普通法上的 right in rem，即“对物权利”）这一点，双方专家证人则形成了相互歧异的见解。原告方认

为 ADR 类似某种信托机制，存托机构相当于一个信托机构，拥有“法定权属外壳”，而 ADR 持有人则对存托

股份享有所有权利益；被告方则认为 ADR 持有人对于存托股份并不享有所有权利益，ADR 持有人依据存托协

议，仅针对存托股份享有合同权利（在普通法上，合同权利属于 right in personam，即“对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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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终支持了被告方的观点，并得出了以下关键结论：

1. ADR 持有人拥有与股东相似的权利，但这些权利系基于存托协议而获得，而非基于存托股份而获得。这些

权利包括：

A. 仿照股东权利设定的获得分红、投票表决的合同权利；

B. 赎回或转换为存托股份的权利。

2. 存托协议并未明确创设信托关系，且亦未见可认为存在隐含的信托关系的理由；

3. 存托协议系为使投资者得以在美国证券市场就代表境外股份的证券展开交易活动而设，不存在于存托股份

中设置受益人权益机制的现实需要；

4. 依据纽约州法律，存托机构与 ADR 持有人之间并不存在信托关系，相反，作为纽约州法律渊源之一的《统

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将 ADR 视为证券之一种，而非为特定目的而设的证券权益

（securities entitlement）；

5. 存托机构拥有存托股份，并享受实益。作为对价，存托机构应发行 ADR，并履行兑换存托股份的义务。

四、对中国存托凭证("CDR")的启发

4.1 CDR 面临的选择

根据一般法理和通常的国际实践，未来 CDR 的持有人不具有发行人股东的身份，这一点应是肯定的。真正需要

我们关注的，是 CDR 持有人究竟应基于何种权利基础来享有针对存托份额的诸种资格和利益。正如我们在汇

丰银行案诉讼两造的辩论中所看到的，

业界对于存托凭证权利基础的认定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存托凭证属于信托凭证，存托凭证的持有

人基于该信托凭证享有对存托股份的实益所有权；一种观点认为存托凭证是其持有人依据存托协议就存托股份

享有一定的合同权利的凭证。

我们认为，结合目前我国证券资本市场的监管现状和实践，就 CDR 权利基础的认定而言，采取前一种观点并不

合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在存托凭证机制中，存托机构不仅负责基础证券的存托，还负责存托凭证这一特殊证券的承销。鉴于我国

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制度现状，CDR 的存托机构大概率将由有权经营证券承销业务的证券公司来担任，而证

券公司依法无权经营信托业务（依据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信托关系仅存在于获颁“信托牌照”的专业信托机

构所开展的相关经营活动中）。因此，未来的 CDR 机制中并无信托关系存在的法理和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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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支配权”或“对世权”（即普通法系中的“对物权利”）均为严格法定的权利，

如物权、人格权、知识产权等。未来 CDR 机制中的存托协议并无资格为 CDR 持有人针对存托股份设定包括

所谓“实益所有权”或“所有权利益”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支配权。

3. 设置 CDR 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使得在中国境内的股票市场就代表境外股份的证券展开交易活动成为可能。在

这一前提之下，严格依据发行人股东的权利性质及内容，使 CDR 持有人享有针对存托股份的某种具有支配权

性质的受益权，并无实际意义。

4.2 与我国资本市场现状的衔接和协调

采纳第二种观点来认定存托凭证持有人的权利属性，即认为存托凭证持有人依据存托协议就存托股份享有一定

的合同权利，系当下较为普遍的做法。然而，如果要把该种观点引入到 CDR 机制中，则还应充分考虑我国资本

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现状，对该种观点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尽管存托凭证持有人所享有的权利与股东权利相似，然而，正如前文谈到 ADR 持有人的权利时所提到的，存托

机构可以在存托协议中约定许多增加自身权利、减轻自身义务，甚至豁免自身责任的条款，这使得存托凭证持

有人在享有相关权利的同时，也面临权利行使的手段和效果不充分的风险。我们知道，美国的证券市场中，机

构投资者是主力，投资 ADR 的主体也主要是谈判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相对较强的机构投资者。这与中国证券

市场上散户在投资者中占据较大比例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散户抗风险能力本身已经很弱，而未来一旦参与

CDR 的发行和交易，且不说其面对强势的存托机构毫无议价能力可言，如果其权利基础和相应的保障机制还都

仅仅来自于那些不能保证投资者充分行使权利的存托协议，则其在交易中的不利地位可想而知。有鉴于此，

在 CDR 的机制设计中，为保护投资者权益起见，除了要求发行人持续披露其经营状况外，还应通过主管机关颁

布专门的规范性文件的方式（例如制定“存托协议指引”等），一方面对存托协议中的约定内容、必备条款、

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以及存托机构违约的情形进行规定，防止存托机构通过“霸王条款”侵害投资者权益；另

一方面，还应为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权利救济手段，以强化投资者在 CDR 发行和交易中的地位。

结语

CDR 机制的引入，既是推动我国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促进新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一次有利尝试，同时也应

是盘点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丰富制度外延，形成自洽的资本市场法律秩序的一次难得契机。我们相信，包括存

托凭证的法律性质、存托凭证持有人的权利基础在内的一系列具体法律问题，都将在即将面世的 CDR 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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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中得以涵盖和妥善处理，并在未来持续的制度实践中得到修正和完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CDR 机制的顺利落地和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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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涉嫌违法犯罪的危机公关法律问题

作者：舒知堂 王伟

中国之大，每天都可以发生无数的新闻，其中一些会成为公众、媒体关注和追逐的热点，并发酵、演变为大事

件，派生出其他问题尤其是复杂的法律问题。假如发生新闻热点事件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文为

表述方便，将大股东和/或实际控制人均简称为实际控制人）不是境外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是境内 A 股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话，相关当事人可能面临一些需要认真对待的法律问题和其他问题。

本文试图从境内 A 股上市公司监管、资本市场秩序、企业危机公关和实际控制人个人声誉维护的角度，对境内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因个人行为成为新闻热点后，相关各方所可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做一个初步探讨。

一、信息披露问题

上市公司区别于其他一般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特点是其股票的高流动性（能够快速交易变现），且

因为其流动性获得较高股权溢价，成为股民投资的重点对象。也正因为其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股票持有者随时

可以根据其自身判断、真实的或虚假的、或者既未证实也未证伪的外界信息、传闻作出买卖股票的动作，由此

可能产生股价的剧烈波动，并进而影响股民收益的盈亏。基于这一点，证券监管机关对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人制定了较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以保护公平交易的正常秩序，同时也避免股民利益不当受损或者不

当获益。

例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

响。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 (十一)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处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纪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

以上交所为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规定，上市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关注公

共媒体（包括主要网站）关于本公司的报道，以及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交易情况，及时向有关方面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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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情况，在规定期限内如实回复本所就上述事项提出的问询，并按照本规则规定和本所要求及时就相关情况

作出公告，不得以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或需要保密为由不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

第 11.5.5 条规定，公共传媒传播的消息（以下简称“传闻”）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向本所提供传闻传播的证据，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确认是否存在影响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重大事项的回函，并发布澄清公告。第 11.5.6 条规定，上市公司关于传闻的澄清公告

应当包括（一）传闻内容及其来源；（二）传闻所涉事项的真实情况；（三）本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第 11.12.5 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使公司面临重大风险的情形之一时，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

（十一）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经理无法履行职责，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违法违纪被有权机关调查

或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刑事处罚；

（十二）本所或者公司认定的其他重大风险情况。

这些规定有的要求上市公司主动披露，有的要求及时回复交易所的问询函、关注函，按交易所要求及时公告。

虽然有些规定的字面意义上并不包括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的释义，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无疑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毫无疑问也属于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的监管对象。

在目前监管机关 “依法、全面、从严”的监管政策下，一些出现上述情况的上市公司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和持

续信息披露。

例如登海种业（00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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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鑫科技（002447）：

总之，如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现涉嫌违法犯罪被有权机关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情

形，应该主动、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否则，非常有可能被监管机关采取上述监管措施，并且还可能给予惩

戒。

二、企业形象、个人声誉维护及公关危机处理

作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自然人往往广受关注，特别是作为创始人的明星企业家，不仅其暴涨的身

价屡屡出现在各种财富榜单，其创业故事、管理经验、高管纷争，乃至婚姻家庭、健康状况、日常生活等内容

都会成为大众好奇、关注、谈论、传播、炒作的对象，可以说作为对上市公司有着巨大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企业

家，他们的一举一动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股票价格和市值将产生巨大影响。相当数量的用户和消费者就是冲着

这些明星企业家个人来的，对人格魅力的高度认同，使得“粉丝”经济和“铁粉”成为可能，企业家的个人形

象和人格魅力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名下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具有相关性，已具有可变现的市场价值。近年来的“小

米”、“锤子”等都是代表。换句话说，一旦明星企业家的表现（包括通过上市公司表现出的市场行为、管理

行为和本人的个人行为）不符合粉丝们的预期，或者遭致粉丝的鄙视、蔑视，非常可能导致消费行为的巨大变

化，有的可能不再成为其消费者，部分人员可能出现极端行为，如谩骂、攻击、诋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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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市公司一旦出现负面信息，尤其是与实际控制人有关的负面信息，无论是法律层面的还是道德层面的，

都有可能对上市公司的企业形象、品牌价值、股票价格构成重大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可能并不直接、也可能不

会立即体现。

从企业发展史、市场竞争策略等方面看，却有可能构成某种意义上的拐点。所以，有的上市公司能够及时、快

速、认真并高质量处理；有的可能被当做普通事件、甚至可能认为是实际控制人个人的私事、隐私、与上市公

司关系不大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没有从公关危机的角度和高度认识这个问题，草率从事、消极应付，非常可

能为今后的发展埋下隐患。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企业形象因其实际控制人的个人涉嫌犯罪行为受损，即使事后证明不属实、被陷害、不构

成犯罪、虽构成犯罪但没有受到刑事处罚等，其品牌价值恢复的代价大、时间长。实际控制人的个人声誉、形

象可能仍然很难恢复，这一点类似于对一个曾经“进去过”的人，民间经常评价为“有前科”，声誉下降极大。

三、股票投资损失及股民索赔

假如投资者投资了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就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处理的事实，上市公司进行了虚假陈

述，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致使投资者利益受损的，在中国境内投资者是可以向法院起诉主张赔偿的。但能

够成功获赔的条件极其苛刻。例如，需要证明上市公司就该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

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其具体推理和证明过程大致如下：

（1）该事件为“重大事件”。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可以认为构成“重大事件”；

（2）上市公司就该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

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

（3）有关机关（如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进

行了认定；

（4）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被人民法院认定为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5）当事人的股票买、卖行为发生在特定的期间；

（6）被告不存在无过错的可以免责的行为，等等。

四、监管措施和监管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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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上市公司出现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为监管机构不会发现。以现今

的监管手段和从严的监管政策，监管机关发现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情形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例如交易所对在对

上市公司进行日常监管的过程中主动发现的问题，会采取相关监管措施，比如要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

或者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对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要求公司聘请相关证券服务机构

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发出各种通知和函件等；约见有关人员等。

如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上市规则或者本人作出的承诺，交易所可以视情节轻重给予以下

惩戒：（一）通报批评；（二）公开谴责；（三）公开认定其三年以上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其中第（二）项和第（三）项惩戒还可以一并实施。

例如，深交所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发布《关于对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何思模给

予公开谴责的公告》，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因从事短线交易，被交易所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计入上市公司诚信

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五、植德给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建议

1、建立危机处理机制。每个上市公司都应该建立自己的 PR 部门并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工作流程。根据

我们之前服务世界五百强公司的经验，每个公告发出之前必须由业务部门、法务部、外部律师、PR 部门以及公

司管理层的分别确认。

2、回应须及时。无论监管机关是否有要求，上市公司均应该及时回应市场关切。关于对媒体热点的回应有个

“海鲜理论”特别重要，也就是无论多么完美的回应，如果超出一定时间，则毫无价值甚至会有副作用。

3、回应应当首先厘清真相。如果事后被证明上市公司的回应是错误或者误导，将在上一个危机基础上叠加形成

新的危机，并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尤其需要确保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4、回应态度应亲切、友好、善意、诚恳和坦率。傲慢的态度不可取，真诚的态度最为重要。 在上市公司应当

承担责任的时候如果能做到承担责任并给出解决方案将对于危机事件的处理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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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扑面而来！

作者：舒知堂 黄炎 霍雪云

一、背景

2019 年 1 月 30 日晚，广受市场期待的科创板细则问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一连出台 3 项

规定，分别包括：

①《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

②《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③《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联动出台了 6 项配套业务规则的征求意见稿，分别包括：

①《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征求意见稿）》

②《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④《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⑤《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征求意见稿）》

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征求意见稿）》

二、科创板新在哪？

(一)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导向、法治导向和强化信息披露监管

(二)注册制

上交所审核、证监会注册；从制度上看，证监会仍对发行上市具有否决权。

(三)重点支持行业

科创板重点支持 6 大行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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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四)发行条件

允许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综合考虑市值、收入、净利润、研发投入、现金流

等因素，可归纳为“5 套市值指标”，满足其中任何一套指标即可：

指标一 市值 10 亿+2 年净利润均 5,000 万;或

市值 10 亿+1 年正数净利润+1 年收入 1 亿

指标二 市值 15 亿+1 年收入 2 亿+3 年研发投入占收入不低于 15%

指标三 市值 20 亿+1 年收入 3 亿+3 年现金流净额 1 亿

指标四 市值 30 亿+1 年收入 3 亿

指标五 市值 40 亿+政府批准+市场空间大+富有成果+知名 PE/VC 已投+

明显技术优势……

(五)红筹企业可科创板上市

符合如下条件的红筹企业可以申请发行股票或 CDR(存托凭证)在科创板上市：

 已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市值≥2000 亿；

 尚未在境外上市红筹企业：1 年收入≥30 亿+估值≥200 亿；或收入快速增长+拥有自主研发和国际领先        

技术+同行业中有竞争优势。

(六)允许同股不同权

科创企业可以在上市前进行表决权差异设置，即每一份特别表决权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大于每一普通股份拥

有的表决权数量，其他股东权益与普通股份相同。

但特别表决权的设置有严格的限制和边界：

主体 持股比例≥有表决权股份的 10%+有突出贡献+持续担任实质董

事地位

程序 2/3 以上出席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运营期限 上市前需稳定运行 1 个会计年度

市值 市值≥100 亿；或

市值≥50 亿+1 年收入≥5 亿

表决权差

异限制

章程需明确，但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每份普通股

份表决权数量的 10 倍

增发 上市后，除同比例配股及转增股本外，不得再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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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不得在二级市场交易

转换 符合特定条件，可以按 1:1 比例转换为普通股份

1:1 表决 有 5 类事项表决时，应按 1:1 比例表决

除上述外，还有信息披露、监督和股份登记等限制

(七)个人投资者准入门槛

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的，前 20 个交易日的证券及资金账户资产日均应不低于 50 万，且有至少 24 个月的证券

交易经验。

(八)发行承销机制

 对新股发行定价不设限制，通过市场化方式决定

 试行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

 支持引入战略投资者，高管、员工可参与战略配售

 定价承销事中事后监管

(九)交易制度

 股票每日涨跌幅标准限制从 10%提高到 20% (上市后的前 5 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增加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条件成熟时启动做市商机制

(十)减持/锁股限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特定股东”)①每人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减持首发前股份数量不得超过股份总数的 1%；②减持锁定期最长 5 年。即：科创板上市公司上市时

尚未盈利的，特定股东不得减持首发前股份。上市满 5 个完整会计年度后，不适用前款规定。

创业投资基金减持更为灵活，解除限售后，可以通过保荐机构或者科创板公司选定的证券公司以询价配售方式，

向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进行非公开转让。

(十一)退市制度

两个严格一个优化，即：

 严格交易类强制退市指标(交易量、股价、股东人数不符合条件终止上市)

 严格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等终止上市)

 优化财务类强制退市指标(亏损不终止上市，连续审计报告无法出具或否定意见终止上市)

科创板不适用暂停上市规定，出现退市情形时会直接终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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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股权激励政策

科创板股权激励涉及股票总数占总股本的最高比例从此前的 10%调整为 20%，更有助于企业达到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激励人才的目的。同时，股权激励的对象范围也有扩充，承担企业主要管理和研发职责的 5%以上

股东及其亲属，可以成为激励对象。

(十三)中介机构责任加重

强化中介机构责任，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有责任的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

产评估机构，加大处罚力度。

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发行人上市当年利润大幅下滑导致亏损的，证监会自确认之日起暂停保荐人的保荐人

资格 3 个月，撤销相关人员的保荐代表人资格，尚未盈利的企业除外。

(十四)设立上市委和咨询委

上交所设立了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上市委”)及科技创新咨询委员会(“咨询委”)。

上市委主要对发行上市审核进行把关和监督，保证审核工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监督上市审核机构的审核行

为，提升审核工作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

咨询委为上交所提供专业咨询、政策建议，更好推动科创板建设，促进科创板制度设计的完善。

(十五)境内已上市公司可分拆子公司再次上市

此前，境内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境内上市一直未能成行。本次《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的实施意见》第(十五)项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上市公司可以依法分拆其业务独立、符合条件的子公司在科创

板上市。

三、结语

我们理解，科创板的出台将极大增强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对新兴企业的吸引力，为中国境内资本市场吸

引更多高科技的新鲜血液，也为中国境内资本市场开辟一片新的土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大批能为中国高

精尖领域带来动力的优质科技创新企业将陆续登陆科创板，在资本的助力下蓬勃发展技术实力、提高核心竞争

力，助力中国经济更好、更包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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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申明：以上分析，仅系我们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及相关案例所做的分析和探讨，并不作为我们对相

关事项的法律结论意见。

1. 证监会《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9)2号)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01/t20190130_350485.htm

2. 证监会《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及其起草说明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01/t20190130_350498.htm

3. 证监会《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及其起草说明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901/t20190130_350486.htm

4. 上交所6套配套业务规则及其起草说明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announcement/general/c/c_20190129_4716779.shtml?from=groupmessage&isap

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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