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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发行注册制成功实施的三个体制机制条件
ThreeInstitutionalConditionsofSuccessfulImplementationof

StockOfferingRegistrationSystem
邢会强

XINGHui-qiang

【摘 要】 “注册制”与 “核准制”是有本质区别的:注册制实际上起着一种信号的作用,政

府以后不再对股价的涨跌负责,不再对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做出判断。实行注册制之后,证券监管部

门不再干预和调控股市。证券监管部门作为市场规制主体,不再从事所谓的 “股市宏观调控”,其职

能主要是行政执法,打击证券欺诈。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有三:一是让证券监管机构真正独立起来,
不再屈从于民众、媒体以及上级的压力,甩掉为股市涨跌负责的包袱;二是负责审核的证券交易所也

独立起来,不再屈从于民众、媒体以及证券监管机构和其他上级的压力,不要接过为股市涨跌负责的

包袱,而是把这个包袱甩给市场:让市场决定企业融资,不再让市场不能承受之重转变为监管部门的

不能承受之重;三是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主要是新三板),分流主板、创业板的压力。这三个

条件是股票发行注册制成功实施的体制机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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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gistrationsystemandtheapprovalsystemofthestockofferinghaveessential
differences.Theregistrationsystemactuallyplaysasignalrole,underwhichthegovernmentisno
longerresponsiblefortheriseandfallofthestockpricesanddoesnotjudgethestocksintrinsicinvest-
mentvalue.Aftertheimplementationofthestockofferingregistrationsystem,securitiesregulatorsno
longerinterveneinthestockmarket.Asthemarketregulationsubject,securitiesregulatorsnolonger
taketheresponsibilityof“macroregulationofthestockmarket”,anditsmainfunctionislawenforce-
mentandfightingagainstsecuritiesfrauds.Tothisend,therearethreeconditions.First,thesecurities
regulatorsshouldbetrulyindependent,nolongersubjecttothepressureofthepublic,media,and
higherauthorities,andgetridoftheburdenofresponsibilityforthestockmarket.Second,thesecuri-
tiesexchangewhoreviewstheregistrationdocumentsshouldalsobetrulyindependent,nolongersub-
jecttothepressureofthepublic,media,andhigherauthorities,andshallnotberesponsibleforthe
riseandfallofthestockmarket,butthrowtheburdentothemarket.Third,shuntthepressureofthe
MainBoardandGrowthEnterpriseMarketBoardbythedevelopmentofmulti-levelcapitalmarket
(mainlytheNEEQ).Thesethreeconditionsaretheinstitutionalconditionsofsuccessfulimplementa-
tionofstockofferingregistration.

Keywords:Stockoffering Registrationsystem Approvalsystem Securities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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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出中国股市困境的理论逻辑

目前,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推行明显放缓了,
甚至根本看不到监管机构有推行注册制改革的迹

象。为什 么 会 这 样 呢? 这 里 面 实 际 上 有 两 个

逻辑:
第一个逻辑是,部分人认为 “注册制”是对

美国证券发行时的 “registration”的翻译,译者

对美国证券发行的注册存在误解,误以为只要

“注册”了就可以发行,误以为 “注册”意味着

不审查,或仅进行形式审查而不进行实质审查。
“注册制”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台湾地区学

者的 “发明”,我国大陆学者将其引进之后,广

泛使用,并将它的对立面定位为 “审批制”或者

“核准制”。学者们将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尤其

是融资难问题,归因于 “核准制”,并呼吁废除

“核准制”,实施 “注册制”。而实际上,美国证

监会还是审得很细的。[1]注册制与核准制本质上

没有区分,区分是学者们臆造出来的。
第二个逻辑是,只要一提实施注册制,市场

就视之为洪水猛兽,股市肯定要下跌几天。股市

只要一下跌,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去年

“国家队”的救市资金还在亏损的情况下,证监

会会有压力,这个压力就是不推或者暂缓推出注

册制。
上述两个逻辑是否正确呢?
对于第一个逻辑, “注册制”与 “核准制”

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呢? 诚然,在美国版本的 “注
册制”下,美国证监会审查得也是比较细的。但

尽管如此,二者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注册制

起到一种信号的作用,政府以后不再对股价的涨

跌和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做出判断。 “注册制代

表着一种符号,一种释放市场活力的信号……注

册制是监管者把市场归还给市场,让市场正常的

供需关系决定市场的博弈与利益分配,是监管者

通过对自己的权力约束带来市场的重生与活力

喷发……”[2]

而在目前的核准制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

预程度过深,并积重难返。监管者要干预股市的

涨跌,要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发行节奏和发行价

格,希望股市是一只驯服的小母牛,不要跑得太

快,也不要跑得太慢,要成为一只慢慢往前跑的

“慢牛”,而且想挤奶的时候它要有奶 (为实体经

济输血),想拉车的时候它要能拉车 (带动经济

发展)。中国股市在历史上一度沦为濒临破产的

国有企业的 “救心丸”,现在还是 “新兴产业发

展”的兴奋剂。我们给股市,实际上也给证监会

赋予了过多的 “发展经济”功能,这似乎成了中

国股市走不出的 “背景”和困境。
诚然,目前证券监管机构也不想从事所谓的

“股市宏观调控”,也不想对股市的涨跌负责。在

《证券法》上,证券监管机构也没有这个 “责任”
(参见 《证券法》第十章)。这个 “责任”是民

众、媒体以及上级加诸证券监管机构的。在这样

的 “责任”压力下,证券监管机构出台的制度的

优劣,在很大程度上以短期内的股市涨跌 (短期

绩效)为判断标准,而失去制度本身的理性逻

辑。在行为经济学上,这是一种 “易得性启发”
(availabilityheuristic):过分地看重最近的和即

时的可得信息,由于反应太快而没有看清隐藏在

一系列偶然事件背后的规律与模式。[3]总体上看,
最近十几年来,证券监管机构的各种制度和政策

一直都苦苦挣扎在如何使上证综指站在三千点之

上,尽管有2006—2007年和2015年上半年的两

个阶段的短暂 “繁荣”,但 “牛短熊长”一直是

中国股市的 “特色”。
而实现注册制之后,证券监管部门不再干预

市场,不再调控股市涨跌。证券监管部门作为市

场规制主体,① 其从事的所谓 “股市宏观调控”
是一个伪命题。证券监管部门的职能主要是行政

执法,打击证券欺诈,即 “抓坏人”。唯此才能

走出目前的困境,进而走出扭曲的第二个逻辑。
而要走出这个逻辑,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条件,笔

者认为,这是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实施的必不可

少的体制机制条件,否则,即使实施了注册制,
审核 (或注册)效率低下与不可预期,通过行政

化手段调控发行节奏而非市场自身根据供求关系

决定发行节奏,发行数量过少导致股票供不应求

和 “三高”现象、 “堰塞湖”现象以及大部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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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市场规制主体的含义,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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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资难,仍不可避免。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都

是由证券监管部门在事实上负责股市涨跌所引

起的。
那么,如何让证券监管部门不再负责股市涨

跌呢? 笔者认为:一是让证券监管机构真正独立

起来,不再屈从于民众、媒体以及上级的压力,
甩掉为股市涨跌负责的包袱;二是负责审核的证

券交易所也独立起来,不再屈从于民众、媒体以

及证监监管机构和其他上级的压力,不要接过为

股市涨跌负责的包袱,而是把这个包袱甩给市

场,让市场决定企业融资,不再让市场不能承受

之重转变为监管部门的不能承受之重;三是通过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主要是新三板),分流主

板、创业板的压力。这三个条件是股票发行注册

制成功实施的体制机制条件。

二、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以及

监管中立原则的提出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的三个

范畴是国家、法治和民主,它们体现于现代自由

民主国家的三个分支———行政、司法和立法。现

代政治制度需要在这三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4]

在 “国家”这一分支,弗兰西斯·福山强调 “国
家建构” (Statebuilding)。所谓 “国家建构”,
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能力,一个是官僚机

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 (Autonomy),后者即政府

能够超越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进行决策

的不偏不倚性。[5]否则,则 “国家建构”未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证券监管的角度看,我国

的 “国家建构”还未完成,因为我国的证券监管

还不够中立:它不能将国有企业 (尤其是央企)
与民营企业一视同仁,也抵抗不住民众、媒体和

上级部门的压力,无法独立自主、不偏不倚地制

定监管政策、出台相关制度及实施监管。

中国证监会不独立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主席的

任期。从历任证监会主席的实际任期看,目前最

长的是尚福林 (8年零10个月),最短的是郭树

清 (1年零6个月),其余几位主席均是两年多

一点的时间,非常不固定。(参见表1)

表1 中国证监会历任主席及其任期

(截至2016年7月)

主席姓名 任职期间 任职时间

刘鸿儒 1992年10月至1995年3月 2年零6个月

周道炯 1995年3月至1997年5月 2年零2个月

周正庆 1997年5月至2000年2月 2年零9个月

周小川 2000年2月至2002年12月 2年零10个月

尚福林 2002年12月至2011年10月8年零10个月

郭树清 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 1年零6个月

肖钢 2013年3月至2016年2月 2年零11个月

刘士余 2016年2月至今 —

而在境外市场,不少证券监管部门首脑的任

期都是固定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是

各国证券监管机构模仿的范本。SEC的委员 (包
括主席)的任期是5年。对此,《1934年证券交

易法》第4条有明确规定。① 法国证券监管机构

领导人的任期也是法定任期制,任期5年。1967
年,法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COB)成立,其是以

美国SEC为模型进行架构的。2003年,法国出

台了 《金融安全法》,将COB并入了新设立的金

融市场管理局 (AMF),AMF承继了COB的独

立性,同时又具有独立的财政。AMF主要由两

个地位平等且互相独立的机构组成:理事会和处

罚委员会,两者各司其职。理事会由16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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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4条的规定是:“本法特此授权成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由5名委

员组成,委员由总统提名并报参议院同意。其中代表同一政党的委员不得超过3人,在任命委员时,应尽可能在人数

上轮流任命不同政党的成员。……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任期5年,在任命并批准继任者之前可以续任,但该续任不得

超过该固定任期届满时间,而且,(1)在前任任期未满时任命补缺的委员,应完成原前任所剩任期;(2)在本法颁布

之日 (即1934年6月6日)后首届委员的任期由总统在提名时指定,其中一名的任期为本法颁布之日 (即1934年6
月6日)后1年,一名为该日后2年,一名为该日后3年,一名为该日后4年,最后一名为该日后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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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1名主席,任期5年,不可连任。① 处罚

委员会由12个成员组成,成员任期5年,可连

任一次,主席由委员会成员在最高行政法院大法

官和最高法院法官中投票选择。② 日本证券交易

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及委员长也有任期规定,任期

是3年。根据 《金融再生委员会设置法》,日本

“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由委员长和两名委员组

成,委员长及委员,得到两议院的同意后,由首

相任命。委员长和委员任期是3年,补缺者的任

期为前任的余任期间。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

委员会 (简称香港证监会)是于1989年依据

《证券及期货条例》成立的独立法定机关。董事

局成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委任或由行政

长官授权财政司司长委任,有固定任期。董事局

的成员包括非执行主席、行政总裁、其他执行董

事及数名非执行董事。大部分成员为非执行董

事。为加强问责,自 《2006年证券及期货 (修
订)条例》通过后,香港证监会的最高管理层已

改由两个独立职位,即非行政主席与行政总裁,
共同掌舵。香港证监会非行政主席与行政总裁的

任期在其就任时就已有明确规定。例如,现任香

港证监会董事局主席唐家成的任期是三年,自

2015年10月20日至2018年10月19日;而在

此之前,唐家成已担任一届该职,其前一任任期

是自2012年10月20日至2015年10月19日,
期满三年后得以连任一届。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固定任期制的好处在于

聘期明确,加上职位保障制度,相对增加了在职

者的安全感,同时又由于有聘期,到期若不合格

有可能被解聘,因此,受聘者会积极、主动考虑

工作,增加组织收益。但固定任期制如果固定任

期较短 (如短于3年),则易引发在职者的短期

行为;如果固定任期较长 (如长于7年),也不

利于激励在职者;因此,在实际中,最常见的固

定任期制是3至7年,并以4年或5年居多。不

固定任期制的好处在于 “适合者则长,不适合者

则短,随时可以解聘,因此,对在职者既是一种

制约,也是一种激励”[7],但缺点在于在职者没

有安全感,难以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求得

平衡。
关于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IOSCO证券

监管的目标和原则》明确指出:证券监管机构在

行使其职责和权力时,运作上必须独立于外界政

治或商业的干预,并切实负起责任;证券监管机

构稳定的经费来源有助于保证其独立性。中国证

监会在1998年被定位为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

位”,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但国务院授权其中一

些单位行使一定的行政职能。③ 这是受到了当时

国际上独立规制机构潮流的影响,这样的定位也

意在保障其独立性。但实际的运作已经忘记和背

离了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
国际上为什么会出现独立规制机构的趋势

呢? 这是因为它是相对专业的领域。每个领域有

其特定的行业规律和独立利益,如果任由其他领

域侵蚀这些行业的利益,则有可能导致该领域的

利益受损,从而损害该领域的长期健康发展。这

是我国股市曾沦为国有企业的 “输血机器”,并

导致我国股市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因此,强调

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实质上就是强调证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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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其他成员的情况是:1名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官,由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任命;1名最高法院法官,由最高法院

第一院长任命;1名审计法院法官,由审计法院第一院长任命;法兰西银行代表1名,由法兰西银行行长任命;国家

审计委员会主席;3名在金融、法律、公开集资及金融工具投资领域极富经验的专业人士,分别由参议院议长、国民

议会议长以及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主席任命;6名在金融、法律、公开集资及金融工具投资领域极富经验的专业人士,
由经济财政部部长任命;职工股东代表,由经济财政部部长在征询过工会和代表协会的意见后任命。AMF中的政府特

派员由经济财政部部长任命,其可列席AMF中所有的机构,但无表决权,在法令和最高行政法院有明确授权的情况

下,其可以要求进行第二次审议,但涉及处罚决定的审议除外。
处罚委员会的成员组成情况是:2名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官,由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任命;2名最高法院法官,

由最高法院第一院长任命;6名在金融、法律、公开集资及金融工具投资领域极富经验的专业人士,由经济财政部部

长任命;2名职工代表,来自于投资服务公司、集团投资机构管理公司、市场化企业、清算所、交货付款制度管理者

等部门,由经济财政部部长在征询工会代表机构意见后任命。[6]

《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规定:“经国家机构编制管理部门认定

具有行政职能的单位的印章中央刊国徽,没有行政职能的单位的印章中央刊五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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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独立利益和特殊性,就是强调投资者的长远

利益。
由于中国证监会没有人事独立性的保障,其

决策也就难以独立,职责也难以独立———虽然法

律规定了其职责。规制机构难以抵御来自于政治

因素的影响,而仅仅为本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或

者消费者的权益负责。规制机构由于没有独立性

的制度保障,法律赋予其的职责,尤其是保持市

场机制的良好运转、维持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和

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就有可能让位于一些短

期的政绩目标,这最终会损害规制领域和产业的

健康发展。[8]

因此,在我国当下,增强包括中国证监会在

内的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尤其是其人事独立性、
职责独立性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在 《证券法》
中坚持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规定其主席的选

任、职位保障和任期,应该成为我国证券法的一

项顶层设计。

三、证券交易所独立性与改制上市

目前,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性质是含糊的。最

初,这两个交易所是由当地政府审批设立的事业

单位。1995年沪深证券交易所收归证监会管理

之后,被赋予了一定的监管职责,即它是作为一

线监管机构来存在的。但在我国 《证券法》下,
它又被定性为 “群众性自律组织”,是会员制的

“自律组织”,“财产积累归会员所有,其权益由

会员共同享有,在其存续期间,不得将其财产积

累分配给会员”。(《证券法》第105条)由于证

券交易所的主要负责人的人事提名权和任免权在

中国证监会,沪深证券交易所的 “产权”主体实

际上是中国证监会,沪深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是中

国证监会的下属单位,中国证监会的不独立,自

然会传导至证券交易所,导致证券交易所的不独

立。为了防止民众、媒体与上级的不当影响,避

免将市场不能承受之重转化为交易所不能承受之

重,以便让证券市场的各方归位尽责,各司其

职,有必要切断证券监管机构与证券交易所之间

的 “产权”关系。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两点,一是

实施证券交易所的股份制改革与上市,借鉴国有

四大商业银行改革上市的经验,将证券交易所的

股东明确为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健全公司治

理,引入独立董事,通过上市后的信息披露来约

束证券交易所的管理。二是修改 《证券法》,剥

夺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交易所的人事权,将证券

交易所的人事权收归中共中央组织部。
从证券监管部门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归证

券监管部门管理①看似一块巨大的利益,弃之可

惜,但实际上是一把 “双刃剑”。证券发行与交

易的专业性非常强,这就决定了证券监管部门的

领导 (尤其是非证券从业出身的领导)不能管得

太细。但是,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由于各方面

的压力,证券监管部门不得不管理过细,这就必

然会出错。一旦出错,在目前的首长负责制下,
一旦启动追责程序,监管部门难辞其咎。所以,
证券监管部门明智的选择是放弃这一利益,让证

券交易所通过改制上市真正独立起来,证券监管

部门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法律意义上

的监管机构与市场机构之间的监管关系而不能是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上下级关系。在境外,证券交

易所与证监监管机构的关系也是法律意义上的监

管关系,而非管理学意义上的上下级管理关系。
美国证监会如出现经费不足,纽约证券交易所是

不会向其提供 “财务支持”的。

四、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化

新三板改革     

  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2016年 “两会”期

间答记者问时指出: “把多层次资本市场搞好了,
可以为注册制改革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9]多层

次资本市场的重点在于新三板 (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简称股转系统)。 《关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深化

新三板改革。笔者认为,只有准确定位新三板市

场改革的目标,才能有的放矢,做好顶层设计。
笔者认为,新三板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以下三

点。第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实现优胜劣汰。新三板作为一个政府干预

—9—
① 这里的管理是指管理学意义上的上级对下级的管理,它不等于法律意义上的监管部门对市场主体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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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的市场,让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我负责。
监管的手段主要依靠科学的内部分层,规范的

信息披露,充分揭示投资风险。第二,克服新

三板发展的 “类主板化”趋势,提高自主发展

能力。新三板已经出现 “类主板化”和 “核准

制”的苗头,无论是在准入阶段,还是准入后

的重组与信息披露阶段,实质审查越来越多。
券商的推荐理念,也在向主板、创业板靠拢。
新三板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程度正在衰减。如

不及时予以纠偏,新三板将严重背离其设立的

初衷。第三,改善新三板的流动性,增强融资

功能。目前,新三板最突出的问题是交投不活

跃,资金量进入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股票量增长

的速度。不少具有发展潜力的初创型中小挂牌

企业依旧融资困难。
目前,新三板的分层方案已经推出,该方案

将新三板分为了两层———创新层和基础层。① 笔

者对此是有保留意见的。从逻辑上讲,新三板宜

分为上中下三层,以中层为基准,好的、透明度

高的进入上层,差的、透明度低的打入下层,以

实现优胜劣汰的竞争。而分两层则实现不了优胜

劣汰的功能。据媒体报道,某新三板挂牌公司的

董事长、总经理、三位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

事会秘书均离职,于是聘请了一位67岁的保洁

阿姨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10]像这

样公司治理不健全的挂牌公司仍然停留在基础

层,混在规范的挂牌公司的队伍里,实际上将使

分层达不到真正的目的,不利于发挥市场的优胜

劣汰功能。分两层显示了 “护犊子”倾向,此情

虽可原,但不科学、不理性。科学、理性的做法

是尽快实现分三层。
分层之后,应根据分层实施差异化的制度安

排,包括以下内容。(1)差异化的交易制度,即

三板在实行分层后,可考虑对上层的挂牌公司实

行竞价交易制度、做市商制度或者二者的混合,
与场内市场上市公司趋同;中层的挂牌公司实行

做市商制度、协议转让制度,提高流动性;下层

的挂牌公司仅实行协议方式,尽可能规避风险。

(2)差异化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即新三板

在实行分层后,可考虑对最高层次板块的挂牌公

司,降低投资者准入门槛,而其他板块的投资者

准入门槛维持不变。 (3)差异化的公司治理制

度,即上层的公司治理最为严格、规范,甚至要

求设置不少于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中层次之;
公司治理存在严重问题的,打入下层。(4)实施

差异化的信息披露制度,即上层的信息披露最

严,中层 次 之,信 息 披 露 不 达 标 的,打 入 下

层。[11]像因信息披露存在严重问题的主板退市公

司ST博元,应进入下层。
增强做市商之间的竞争程度。我国现行规则

仅要求至少两名做市商提供做市。做市商数量较

低,则做市商之间合谋、串通、协同的成本会很

低,将形成一个寡头市场,从而会损害投资者利

益和市场效率。因此,应引入竞争思维,增加做

市商的市场供给数量———不仅仅允许券商类做市

商存在,还应加快引入非券商类做市商,逐步提

高挂牌公司的做市商数量要求。目前,商业银

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以及一些大型的机构

投资者,都有成为新三板做市商的诉求,也有相

应的研究能力,但在当前的金融分业监管的格局

下,放开做市资格的改革进展缓慢。建议国务院

明文允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

方式参与新三板投资和做市。纳斯达克市场在保

持做市商之间的竞争方面,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

经验。为了保持做市商之间的报价竞争,纳斯达

克市场对做市商资格的管理十分宽松,做市商进

入和退出都相对比较自由。按照 《纳斯达克市场

规则》 (NasdaqMarketplaceRule)第4600条,
申请注册成为纳斯达克市场做市商首先要注册成

为全美证券商协会 (NASD)的会员,假如不是

会员,经协会确认其有能力从事市场主持业务的

公司,也可以成为纳斯达克市场做市商,在纳斯

达克证券市场上进行报价和公布报价表。希望注

册成为全美证券商协会会员的公司应向协会提出

申请,证明该会员在协会中的良好地位,并且表

明遵守法案中有关净资本和其他财务责任的规

—01—

① 2016年5月27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全国股转公司”)发布了 《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分层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分层管理办法》),并宣告自2016年6月27日起,
全国股转公司正式对挂牌公司实施分层管理,将市场分为基础层与创新层,并设置了三套并行的创新层标准,分为分

层标准和维持标准。未进入创新层的挂牌公司进入基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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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员只有在收到协会同意注册的通知单后才

能有效地注册成为纳斯达克做市商。如果已经是

一个做市商,要为某一新证券做市,通过纳斯达

克市场网络工作站的做市菜单 (MarketMaking
Menu)注册为这只股票的做市商即可。我国股转

系统目前对非券商类的做市商未予开放,以及如

果开放后实施严格的准入制度,都是不可取的。
建立转板机制。转板是指根据信息披露质

量、财务规模、股份构成等情况,公司可以在不

同证券市场或同一证券市场不同层次市场之间转

换上市或挂牌进行股份交易或转让。转板机制既

包括外部转板,也包括内部转板。不同证券交易

(场)所之间的转板,称为外向转板。[12]如纳斯

达克上市公司转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B股转到香港联交所上市。
同一证券交易 (场)所不同板块之间的转板,称

为内向转板。例如,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转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纳斯达克市场不同板

块之间的转板等等。从低层次市场向高层次市场

转板,称为升级转板。从高层次市场向低层次市

场转板,称为降级转板。在同一层次市场之间进

行转板,则称为平级转板。分层之后,首先要在

新三板建立内部转板机制。低层次板块挂牌公司

可以申请转移到高层次板块,这是升板,并允许

越级升板。高层次板块挂牌公司也可以主动或被

动到低层次板块挂牌,这是降板,并可以越级降

板。在此基础上,建立外部转板机制。即新三板

挂牌公司符合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上市条件

的,可以不经IPO,直接申请上市。转板机制建

立的根据是企业的发行自由、上市自由,以及交

易 (场)所之间的竞争自由。在发行与上市彻底

脱钩的情况下,由于交易 (场)所之间的竞争自

由,他们会推出不同的市场板块来满足发行人差

异化的上市需求和挂牌需求;由于上市和挂牌自

由,监管机构也不必剥夺达不到上市门槛的企业

的发行自由,因为其可以在发行之后挂牌,或者

在证券公司柜台买卖,或者既不上市交易也不挂

牌也不在证券公司柜台买卖,只要发行人愿卖,
投资者愿买,监管者没有干预的必要。这样,能

最大程度地实现风险错配,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

难问题。转 板 机 制 的 推 出,有 利 于 提 高 交 易

(场)所之间的竞争程度,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企

业的融资需求。
最重要的是,增强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的独立

性。目前,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的股东是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7家证监会下属机

构,终极的实际控制人是证监会。证监会既是监

管者,也是 “所有者”。这固然有利于新三板争

取和得到证监会的各种制度与政策支持,但其存

在的弊端是,全国股转系统公司治理可能会形同

虚设,可能会导致证监会的不当干预过多,进而

影响新三板的独立性,其制度创新可能为证监会

所掣肘,改革进展缓慢,甚至难以克服证监会的

“部门保护主义”。
建议将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的七家股东的股权

无偿划转给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并引入社会资

本,形成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在此基础上,推动

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工作,尽

快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管理规范、信息透

明、自主性强、市场化运作的上市公司。这既有

利于新三板依法行使准入职权,完成国务院赋予

的职责,也有利于证监会吸取主板市场的教训,
只承担规范工作,专注于执法监管,不承担发展

和政策制定职能。政策制定和发展的职能在国务

院和全国股转系统公司。

五、结语

笔者认为,证券监管部门的独立性、证券交

易 (场)所的独立性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

全,是股票发行注册制成功实施的三个体制机制

条件。请注意,这里的 “成功实施”意味着,在

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时,也可以实施股

票发行注册制,只是实施不怎么成功而已。鉴于

这三个体制机制条件的实现需要较长的时间,而

注册制改革也不能无限拖延下去,笔者同意这三

个条件的改革与注册制改革同时进行,在改革的

过程中,各方应达成如下共识和自觉:让市场而

不是证券监管部门或证券交易所决定发行节奏和

发行价格以及负责股市涨跌,不干预证券监管部

门或证券交易所的制度建设和注册审查,证券监

管部门或证券交易所仅仅具有市场监管职能而不

具有宏观调控职能。
(下转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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