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机构对A股纳入MSCI乐观其成

分析人士认为，在互联互通机制开通、MSCI下调门槛等有利条件支持下，

A股第四次冲关MSCI的胜率有所上升。 A股纳入MSCI初期影响相对有限，但

中长期有利于提升流动性水平，促进境内市场与全球市场进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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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论衡

完善监管优化生态 纠偏金融科技失衡

□

本报记者 程竹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但金

融科技公司之间、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

构之间、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之间、金融

科技发展与金融消费者保护之间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失衡。 专家建议，应强化金融

科技监管，构建监管新范式，建立健全监

管长效机制。

科技发展带来挑战

在近日举行的 “金融科技的发展与

监管” 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

科技快速发展， 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

但金融科技公司之间、金融科技公司与金

融机构之间、 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之间、

金融科技发展与金融消费者保护之间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

因，一是互联网金融整体风险尚未得到实

质性缓释；二是互联网金融重点领域的风

险仍较高；三是互联网金融监管能力有待

进一步强化；四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整体呈

现被动式监管格局，互联网金融监管以及

金融科技监管尚未形成长效机制。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

认为，目前对于金融科技及其监管的理念

尚未理清，加大了金融科技的多变性与专

业性金融监管的难度。 以移动互联、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支

撑的金融科技可能深入影响金融服务范

式、风险定价机制和风险管控模式，使金

融行业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金融科技混业趋势与分业监管模

式存在制度性错配。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

会秘书长陆书春指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

体系仍是以分业监管为主、以机构监管作

为支撑，对金融创新监管缺乏较有效的协

调机制，可能导致日益明显的混业经营趋

势与边界明晰的分业监管体系之间的制

度性错配。

建议推行“监管沙盒”试点

专家认为，金融科技给金融监管体系

带来的最大挑战是科技广泛运用，如何有

效监管金融科技面临较大技术难题。现有

监管框架注重消化存量， 缺乏增量思维；

注重机构监管，缺乏功能监管思维；注重

行业监管，缺乏系统思维。 未来一是要利

用监管科技执行微观监管、货币政策以及

宏观审慎政策；二是运用监管科技强化对

金融空间的认识，并确定新的监管规则与

举措，从而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科技监管可以采

用“监管沙盒” 机制来促进金融创新并将

金融风险限制在特定范畴内。这类似于将

金融科技业务、合规要求及监管实践放在

“沙盘” 上进行演练， 也称为 “沙盘机

制” ，是一种监管中的压力测试。

胡滨建议， 可以考虑进行 “监管沙

盒” 的试点。 一是确认“监管沙盒” 的责

任主体，最适合的责任主体是中国人民银

行，同时与金融科技发展相关的部门应在

监管沙盒的主体群中；二是制订“监管沙

盒” 的详细计划，将监管的流程透明化、

标准化；三是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

的微观标准，必要时可采用负面清单模式

来促进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四是设立

监管客体的标准，基于金融科技的金融属

性和科技属性遴选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

的金融科技企业， 并将其纳入 “监管沙

盒” 计划，实现创新促进和有效监管的结

合；五是设立“监管沙盒” 的存量和增量

处置安排，对于存量机构采用设立标准的

方式将其纳入，对于增量机构采取审批与

准入结合的方式；（下转A02版）

制图/刘海洋

交易趋理性 “壳” 价值分化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

当前，借“壳”上市冷清、“壳” 价值

缩水。不过，“壳”交易并未中止。近期华

菱星马、ST智慧、希努尔、威华股份、宝莫

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发布股权转让公

告，部分公司实际控制人可能变更，买方

和卖方均不乏资本市场的“老面孔” 。

对于股权转让案例增多是否意味着

“壳” 交易再度活跃， 业内人士看法不

一。多位人士表示，尽管并购重组受监管

约束较多，但资产借“壳”上市的需求仍

然存在。随着退市制度建设有序推进，一

些“壳”公司将面临较大的退市压力，实

际控制人可能会降低心理预期， 抓紧卖

“壳” 。 总之，“壳”价值正在分化。

“专业户”与“老面孔”

近期股权转让案例的一个特点是，

卖方不乏重组“专业户” ，买方不乏活

跃的资本市场“老面孔” 。

华菱星马6月19日发布公告称，恒

天集团成为公司股权转让受让方。本次

股份转让完成后，恒天集团持股将占公

司总股本的15.24%，成为控股股东。 买

方“恒天系”近年大力整合旗下上市公

司，重组了中国服装（现“新洋丰” ）、

恒天天鹅（现“华讯方舟” ）、恒天海

龙，目前是A股的经纬纺机、B股的凯马

股份、 港股的恒天立信的第一大股东。

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中国恒天是国资

委认定的将汽车列入主业的四家大型

央企之一，本次出手华菱星马可能意在

做大做强汽车业务。

希努尔近日发布公告称，雪松控

股旗下雪松文旅13日与新郎希努尔集

团等6位股东签订协议， 收购6位股东

持有的合计2亿股股份， 涉及金额合

计约42亿元。 此项收购将触发要约收

购， 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雪松文

旅。 希努尔主营男装生产，但受行业

增速放缓影响，公司业绩表现不佳，过

去几年曾尝试通过并购互联网资产、

转让股权等方式转型。 作为受让方的

实际控制人， 雪松控股并非A股 “新

人” ， 其去年斥资48亿元控股上市公

司齐翔腾达。

威华股份是一家重组“专业户” ，

过去几年多次筹划重组。 公司6月18日

发布公告称，现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将所

持占公司总股本约10.49%的股权对应

的表决权以及提名、提案权委托给盛屯

集团行使，后者去年已通过股权转让从

李建华处获得4000万股公司股权。 由

此，盛屯集团成为威华股份的新控股股

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将变更。 作为受

让方，盛屯集团也非A股“新人” ，旗下

已有上市公司盛屯矿业。

买方构成生变

某投资机构负责人表示， 近期发

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大多主业经

营不佳，短期内业绩难有起色，预计随

着退市制度不断完善， 它们面临较大

的退市压力。 同时，以往保“壳” 的套

路在监管新规下无法奏效。 因此，降低

预期、加快卖“壳” 不失为实际控制人

的理性选择。

对于威华股份案例，该机构人士表

示，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将所持全部剩余

股权表决权以及提名、提案权委托给盛

屯集团是一种灵活的安排，有利于未来

重组议案获得通过，是对新股东利益的

一种保障。

近期一些“壳” 公司控制权出现

二次转手。 某大型券商投行部门负责

人表示，重组新规实施前，“壳” 买卖

一直较活跃，不少“壳” 公司股权以高

溢价成交，杠杆买“壳” 盛行。 重组新

规实施后，审核趋严，加上二级市场疲

软，一些高位买“壳” 的买家出现浮

亏。在目前去杠杆的形势下，不排除一

些已买“壳” 的买家寻求退出。（下转

A02版）

多管齐下 筑牢投资者权益保护堤坝

□

本报记者 徐昭

7月1日起，《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将付诸实施。“将适当的产品

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 ，无疑为保护投资

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增加了一道防

护墙，对于夯实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和促

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 资本市场推出融资融券、港

股通、股票期权等业务时都有关于适当性

管理的规定，但相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标

准相对独立。 并且，这些标准更多注重的

是投资者准入门槛，并未真正落实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因此，《办法》从投资者分类、金融

产品分级、经营机构适当性匹配、监管措

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

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体现了“卖者

有责，买者自负” 的原则，它统一了之前

各市场、 各业务中较零散的适当性管理

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投资者权益保护制

度体系，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

发展， 令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体系更加

完善、牢固。

具体来说，《办法》强化了“卖者有

责” 的原则。 证券期货投资产品种类繁

多，不仅专业性强、法律关系复杂，而且风

险收益特征千差万别。对于中小投资者来

说，受专业知识、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

受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其合法权益容易受

到侵害。《办法》将投资者区分为专业投

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两类。 其中，专业投资

者不受限， 可以投资任何标的和工具；普

通投资者要严格遵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要求，否则就要追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

法律责任，这是贯彻“卖者有责” 精神的

重要体现。

同时，《办法》体现“买者自负” 的

原则。 《办法》规定，经营机构告知投资

者不适合购买相关产品或者接受相关服

务后， 投资者主动要求购买风险等级高

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或者接受相关

服务的， 经营机构在确认其不属于风险

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后， 应当就

产品或者服务风险高于其承受能力进行

特别的书面风险警示， 投资者仍坚持购

买的， 可以向其销售相关产品或者提供

相关服务。

这意味着，经营机构在对投资者进行

真实、准确、完整的风险警示后，投资者已

清楚地了解相关产品和服务，并确认未发

生不恰当宣传、恶意推荐、蒙蔽投资者、风

险揭示不到位等情况时， 投资行为风险

“买者自负” 。对于券商等金融机构而言，

短期内会增加工作量，但从长期看有利于

行业健康发展。

此外，《办法》 关于投资者的分类并

非一成不变，两类投资者在符合一定条件

并经过一定流程后可以进行转化。专业投

资者申请转化为普通投资者后，可以获得

与普通投资者一样的保护；符合条件的普

通投资者在向经营机构申请并获得同意

后，可以转化成为专业投资者，但此时将

自主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后果。这

也体现了《办法》关于投资者分类规定的

灵活性。

可以预期，随着投资者权益保护实

践的深入推进，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

对于重新塑造市场生态、 防控金融风

险，筑牢投资者权益保护堤坝将产生深

远影响。

东航物流“混改”试点方案落地

东航集团旗下东航物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方案落地。 6月19日，东航

集团与联想控股、普洛斯、德邦物流、绿地四家投资者以及东航物流核心员工持

股层代表，在上海签署增资协议、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 这标志着首批推进的

“七大领域” 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在民航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