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用新证券法处罚 广东榕泰成“典型”

资本市场行政执法出重拳用重典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监会日前通报了首批3起适用新证券

法作出处罚的财务造假案件情况， 广东榕泰案是

其中之一。 目前，该案的更多细节被披露，广东榕

泰被查明存在三方面违法事实， 监管部门已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 专家指出，新证券法下，监管部门

对违法违规行为出重拳用重典， 资本市场行政执

法效能不断提升，将对市场产生较大震慑作用。

查明三大违法事实

经广东证监局查明， 广东榕泰存在三方面违

法事实：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2019年年报；相关

报告未按规定披露关联关系、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

易；2018年和2019年年报虚增利润。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证监会已依法对广

东榕泰及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对该

案违法主体罚款合计1450万元。其中，对广东榕泰

处以300万元罚款，对实际控制人罚款330万元，对

其他责任人员处以20万元至160万元不等的罚款。

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欣表示， 新证

券法下，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出重拳用重典，

资本市场行政执法效能不断提升， 将对市场产生

较大震慑作用。

四方面发力强化监管执法震慑

除广东榕泰案外，证监会还通报了宜华生活、

中潜股份案。 该批案件呈现出长期系统性财务造

假，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最长跨度4年；实

际控制人核心决策、组织实施，主观恶性明显；造

假手段复杂隐蔽，形式不断翻新等特征。证监会表

示，近年来，证监会持续加大对财务造假、操纵市

场等恶性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 坚决落实新证券

法各项要求，切实提升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强

化监管执法震慑。

近日，证监会举办新闻发布会。证监会处罚委

办公室副主任董文媛在会上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

关于“如何加大对重大违法案件处罚” 的提问时

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大

对大要案的查处力度， 依法从严从快查处欺诈发

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案

件。 坚持精准打击，严惩关键少数，加大对控股股

东、实控人、董监高等有关责任人员证券违法行为

的追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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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两会发声：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旺盛，风险化解取得重大进展

资管业要为居民财富保值增值提供重要支撑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彭扬

资管新规过渡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百万

亿元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转型发展备受关注。

多位监管部门人士日前在“2021青岛·中国财

富论坛” 上透露，资产管理行业风险化解已取

得重大进展，资管新规过渡期各项存量资管产

品整改工作正按计划顺利进行， 进度符合预

期，行业即将进入全面贯彻落实资管新规的新

阶段。

对于中国资管行业的前景， 监管部门人

士认为经济成长红利， 特别是旺盛的居民财

富管理需求，为行业发展提供新机遇。 行业要

全面贯彻落实资管新规，培育金融投资深度，

普及长期、理性和价值投资理念，践行高质量

发展。

风险化解取得重大进展 新阶段开启在即

“目前各类资管机构已经成长为金融市

场上的重要机构投资者。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陈雨露表示，社会融资规模中债券、股票融

资比重不断上升，各类资管机构功不可没。 截

至2021年上半年，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来自各

类资管资金的投资占比达25%和10%。这既是

实体经济融资的重要来源，也是广大居民财产

性收入的重要渠道。

谈到资管新规及行业风险化解的话题，陈

雨露表示， 以2018年4月资管新规发布为标

志，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资产管理行业风

险化解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各项存量资管产品

整改工作正在按计划顺利进行，进度符合政策

预期。 影子类资管产品、非标债权和资金在金

融体系内部循环的规模已停止快速扩张趋势

且均比历史峰值显著下降。

不仅如此，以资管新规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不断健全。 陈雨露表示，资管新规过渡期内临

时性的政策措施将随着过渡期结束而终止。资

管行业将进入全面贯彻落实资管新规的新阶

段，行业机构要再接再厉，按照整改计划有序

做好各项整改工作，确保过渡期整改任务按计

划顺利完成， 为下一步全面贯彻落实资管新

规，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围绕风险管理的话题，银保监会副主席肖

远企说，近年来，非银行金融中介，包括资产管

理等传统金融体系外的金融活动，对金融周期

乃至经济周期的影响方式引发广泛的讨论和

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个新课题，目前还难以得

出准确结论，必须强化监测和分析，推动完善

制度，遵循组合投资的基本规律，合理塑造投

资预期，降低运行波动，维护市场稳定。

服务居民资产配置 期货市场大有可为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间，期货市场在服务我国居民资产配置和

财富管理方面还有大有可为的空间。

2020年， 我国GDP总量已超过100万亿

元，人均GDP跨越1万美元关口，居民财富管

理的需求旺盛。 “从国际经验看，在这个阶段

居民扩大权益投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需求将

快速上升。 目前，我国居民财富主要配置于房

产等实物资产，证券类资产比重很低。 （下转

A03版）

聚拢“硬科技” 科创板两载结硕果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两年来， 科创板接纳企业上市313家，

IPO筹资超过3800亿元，其中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占比合计

接近75%，支持“硬科技” 的集聚效应和示

范效应持续增强。

两年来， 科创板总市值增至近4.9万亿

元，千亿市值科创巨头达7家，培育中国科技

巨头“孵化器”本色有力彰显。

两年来，科创板上市公司整体研发力度

跻身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前列，“硬科技” 成

色逐步显现。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

两年来，科创板支持科技创新的成效初步显

现，改革“试验田”里结出累累硕果。站在新

起点，科创板将开启改革新征程，坚守科创

板定位，聚焦支持“硬科技” 企业，更好发挥

“试验田” 作用，加速畅通科技资本循环。

释放红利 形成集聚效应

澜起科技、沪硅产业等集成电路公司涵

盖了上游芯片设计、中游晶圆代工及下游封

装测试全产业链，同时兼备半导体材料和设

备等支撑环节；金山办公、奇安信等软件公

司产品广泛应用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新兴数字产业；君实生物、微芯

生物等生物制药公司重点介入癌症、 艾滋

病、乙肝、丙肝等治疗领域……开市两年来，

科创板支持科技创新硕果累累。

南方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史博

表示，上市公司“硬科技” 纯度很高，并开始

形成集聚效应。具体来说，在科创板310多家

上市公司中，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公司数量

占比35%； 生物医药行业公司数量占比

23%； 高端装备制造行业公司数量占比

17%，并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

域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科创板运行机

制更加市场化，大幅提升了资本市场服务科

技创新的效能。科创板多样化和包容性的上

市条件，能匹配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科

创企业的差异化融资需求。 例如，目前已有

21家特殊类型企业成功上市，包括19家未盈

利企业。 ” 史博说。

汇添富首席经济学家兼国际业务部总

监韩贤旺表示，科创板重点聚焦的六大科技

创新领域均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性

新兴行业，（下转A03版）

编者按

在科创板开市两周年， 新三

板精选层、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开市即将满一周年之际，中

国证券报推出“开创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新格局” 专栏，总结资

本市场深改经验， 展望未来改革

方向。

台风“烟花” 影响上海

7月25日，为应对台风“烟花” 带来的影响，上海外滩江堤区

域已拉起警戒线，临时关闭，同时加强警力对外滩江堤区域巡查，

劝离滞留游客，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上图：一名游客在外滩冒雨行走。 中新社图文

左图：在位于上海闵行的一个居民小区内，物业工作人员在

移除一棵被大风刮倒的树。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