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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担保生态 促进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人员违规

以上市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是我国资本市场

长期以来的“毒瘤” ，严重损害投资者和上

市公司合法权益。最高法日前公布2019年度

人民法院十大商事案件，包括违规以上市公

司名义为他人担保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案、

公司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款支付提供担保

无效案等。

在统一违规担保等裁判思路的《全国法

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

《纪要》）出台2个月后，包括最高法公布的

上述两例违规担保案例在内，多案判决判定

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专家认为，《纪要》

出台有助于法院统一裁判思维，实现人民法

院和证券监管部门同频共振、无缝对接，将促

进我国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优化担保生

态，促进存量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违规担保协议无效

最高法公布的首宗案例为违规以上市公

司名义为他人担保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案。

在原告姜申英与被告中鑫汇通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被告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被告钱仁高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

出借人姜申英与借款人中鑫公司签订借款协

议，借期协议担保人处加盖有上市公司运盛

医疗的印章以及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钱仁高

的印章。此前，运盛医疗已对外发布钱仁高辞

职公告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信息。 因中鑫公司

未还款， 姜申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起诉要求被告还款，同时要求运盛医疗、钱仁

高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各

方当事人在签订系争协议前， 运盛医疗作为

上市公司已对外公布法定代表人变更信息，

故姜申英理应知晓钱仁高无权代表运盛医疗

为他人提供担保， 对其要求运盛医疗承担担

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 明确要求债权

人在接受上市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时，

必须审查、 了解行为人是否享有相应的代表

或者代理权限，即必须审查是否经股东大会、

董事会或者公司授权， 债权人的这种审查义

务是实质审查。 ”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

会长赵旭东在接受人民法院报采访时表示，

如果重大担保事项没有经过董事会或者股东

大会决议， 上市公司签约代表违规代表公司

为他人提供担保，其效力如何呢？主要是审查

债权人是否善意： 一是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提供担保，没有经过股东大会决议的，

应当认定债权人不是善意； 二是为公司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之外的其他人提供担保， 该担

保需经过股东大会决议的， 应当认定债权人

不是善意。 担保事项仅需上市公司董事会决

议，债权人要证明自己是善意的，必须证明上

市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通过为该债权人提供

担保的决议。

“本案判决在《纪要》基础上，明确指

出债权人在接受上市公司提供的担保时应

当合理审视公司相关文件，否则无法获得有

效担保。 随着《纪要》和相关典型判决的公

布，（下转A04版）

产品毛利率提高 主业收入增加

逾1100家上市公司去年业绩预喜

□

本报记者 董添

截至1月22日18时，沪深两市共有1814家

上市公司披露2019年业绩预告。 其中，1116家

预喜，占比达61.52%。

多因素导致业绩改善

在上述1814家公司中，230家公司更新此前

发布的业绩预告信息。 目前，业绩变脸上市公司

较少。 在1116家预喜公司中，略增303家，扭亏

240家，续盈47家，预增526家。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所在行业整体

转暖、 主要产品毛利率提升、 主营业务收入大

增、并购子公司并表、出售大额股权或资产、剥

离亏损业务、调整发展战略聚焦主业、大额政府

补助、非经常性损益增加等，是业绩预喜主因。

具体来看，在已发布业绩预告上市公司中，

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超过1亿元的有894家， 超过3亿元的有

428家，超过5亿元的有296家，超过10亿元的有

141家。 邮储银行、中国人寿、贵州茅台、上汽集

团、中国人保、温氏股份、京沪高铁、三一重工、

恒力石化预计2019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上限超过100亿元。

5G产业链初露锋芒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在净利润绝对值

居前上市公司中，金融、汽车运输、畜牧、食品饮

料行业公司占比较大。在净利润增长率居前上市

公司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零售业以及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工行业、畜

牧业、基建和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占比较大。

其中， 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以

ETC行业及金融科技类上市公司业绩表现最

为亮眼。 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中，5G产业链上市公司表现亮眼，随着产品

商用开始落地，公司业绩开始逐步体现。

基建和房地产业方面，在“因城施策”政策

影响下，区域性房地产企业表现突出。基建行业

上市公司受政策利好影响，业绩普遍超预期。

此外， 海翔药业22日晚披露2019年年报，

成为首家披露年报的中小板上市公司。海翔药

业实现营业收入29.41亿元，同比增长8.2%；实

现净利润7.71亿元，同比增长27.4%。

行动起来 参与防控

上市公司保供应战疫情

□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段芳媛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各地上市

公司纷纷行动起来。 中国证券报记者1月22日获悉，

在此前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上

市公司中，已有部分公司试剂盒应用于新型冠状病

毒防控检测。 针对部分地区出现口罩、体温检测仪

等产品紧缺情况， 相关上市公司通过采取捐赠、加

班加点保障供应等措施参与肺炎疫情防控。

积极捐赠

高德红外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1月22日，公司已向湖北省政府捐赠400万元的设

备，用于体温检测。目前，武汉机场、车站和各大医

院等人流密集地区的50多台智能型红外人体体

温检测系统由高德红外提供。

新纶科技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为助力防控肺炎疫情，公司连夜赶工紧急准备

6000只KN95防护口罩、20000只银离子口罩和

34000只一次性蓝海锚口罩， 第一时间与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取得联系， 火速从苏州连夜运往武汉

市红十字会，用于湖北地区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加班保供

高德红外董事长黄立表示， 公司力保半个月

之内完成500到800台体温筛查产品生产任务并

交付使用。公司相关部门已明确过年不休假，加班

加点、不分昼夜。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欣龙控股了解到， 公司要

求旗下海南、湖北、湖南基地相关医疗防护材料生

产线春节放假期间不停产， 所有已申请休假及返

乡的相关生产线人员返岗全员备战， 按时或优先

交付当前疫情急需的生产订单。 为应对此次肺炎

疫情， 欣龙控股技术研发部门加紧研发更有针对

性的新技术和新材料。 欣龙控股近日还在其官网

发布信息，引导大众正确选择和佩戴口罩，做好个

人卫生与防护。

泰达股份1月22日晚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

泰达洁净是国内知名的口罩过滤材料生产企业。

近日，应对口罩过滤材料激增的市场需求，泰达洁

净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全部口罩滤材生产线提

高产能，集中资源保障口罩滤材的生产和供应。

（下转A02版）

加强制度创新 多地自贸区建设提速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又推新举措。 中国政

府网1月22日消息，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在自

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

定的通知》提出，为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

改革开放措施依法顺利实施， 国务院决定，在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营业性演出管

理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印

刷业管理条例》三部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此外，近日陆续出炉的一些省、市、自治区

政府工作报告对2020年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

明确部署，将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聚焦功能

定位、结合地域优势，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平

台作用。

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更好发挥自

贸试验区平台作用”成为新设自贸试验区地方

政府报告的关键词。

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充分利用哈尔

滨新区、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经

济合作试验区等载体，以及进博会、中俄博览会、

哈洽会、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等平台，引资引智。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借助

毗邻东盟优势，发挥好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

作用，在新一轮发展中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山东要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用好自贸试验区、上合示范区

两大战略平台。 深化与日韩交流合作，在自贸

区设立与日韩合作专属区。

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实施江苏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着力打造对外开

放新高地，更好地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

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各地根据自身区位

优势和发展特色， 推出不少目标导向明确的

“自选动作” ， 这样能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平

台作用，释放更多改革红利和开放红利。

招商引资 集聚人才

新设自贸试验区在突出扩大开放的同时，

着力推动制度创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在制度创新方面，山东省提出，落实好自

贸区总体方案112项试点任务， 复制推广国家

推出的223项改革试点经验， 尽快形成投资贸

易便利化的综合性创新成果。 江苏省提出，聚

焦功能定位、突出制度创新，尽快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在招商引资方面，河北省提出，河北自贸

试验区制度创新和招商推介有序展开，“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