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研究报告 
 

 

全球主要资本市场 IPO 新股发行上市

审核研究及对科创板的启示 

 
张晓斐 

 
 

 

资本市场研究所 

2019 年 1 月 

 

上证研报【2019】007 号 



-2 - 

内容摘要 

在美国及香港地区等资本市场，IPO 新股的发行上市实行

“注册制”。然而，其发行上市审核并非简单的登记生效制或

“备案制”，也要经历监管机构及交易所的严格审核。在美国，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交易所共同完成发行上市审核

过程；而在香港地区，香港联合交易所是发行上市审核的主要

负责机构。在注册制的审核过程中，信息披露是核心，审核人

员不对发行人进行价值判断，任何财务状态的合法公司均有机

会上市，现实中，部分 IPO 时亏损或微利的公司通过了发行上

市审核并在日后成为资本巨擘，注册制为美国及香港地区资本

市场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本文深入研究了美国

及香港地区 IPO 新股的发行上市审核过程，希冀为上交所科创

板建设和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提供有益借鉴。 

在美国，IPO 新股的发行审核与上市审核彼此独立。发行

审核由 SEC 负责。SEC 企业融资部下设 11 个行业审核办公室，

分行业地审核发行人的申请材料。审核程序可总结为“发行人

提交 IPO 注册文件——SEC 提出多轮书面审核意见——发行

人依次书面回复——SEC 出具新股发行注册函——发行人路

演定价配售并向 SEC 提交含有发行价格区间的注册文件——

SEC 出具注册文件生效函”，此后，发行人会尽快 IPO 上市并

向 SEC 提交含有发行价格的注册文件。SEC 审核过程快速且

公开透明，SEC 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及发行人回复的过程需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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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90 天的时间，审核意见函和回复函会在注册文件生效 45

天后公布在 SEC 网站上。从审核意见来看，审核人员通常会

给出 3-4 轮审核意见，审核意见主要集中于营业收入确认等会

计问题以及潜在诉讼风险等法律问题。总体而言，SEC 的发行

审核高效又严格。美股的上市审核由交易所完成。纽交所和纳

斯达克的审核意见较为相似，主要集中于是否满足各上市条件

中的数值要求和公司治理等合规性要求，但审核流程有所不同。

此外，在整个发行上市审核过程中，SEC 与纽交所、纳斯达克

均设置了申诉听证环节，以与发行人就分歧问题进行沟通。 

在香港地区，IPO 新股的发行审核与上市审核的区分并不

十分明显。整个审核过程的主要负责机构是香港联合交易所，

具体负责部门是港交所下设的上市委员会，在实际审核过程中，

上市委员会会将部分审核权限授予上市科，与上市科共同完成

发行上市审核过程。在审核程序方面，发行人需在向港交所递

交申请表格之前的两个月聘请保荐人。递交表格后，上市科通

常会在 10 个工作日内给出首次审核意见函，并给出 2-3 轮审

核意见。在通过上市科审核后，发行人要向上市委员会申请聆

讯，如通过聆讯，发行人即可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港交所上市。

此后，发行人还要将聆讯资料集（PHIP）在港交所“披露易”

网站公布。在审核意见方面，重点是财务报表、会计政策选择、

同股不同权架构设置及其他公司治理等问题；由于香港也是许

多央企海外上市的首选地，许多内地国有企业特有的问题也会



-4 - 

成为上市委员会的关注重点。此外，港交所还为发行人设置了

严密的复核申诉流程，以保证审核结果的公平公正。 

借鉴美国与香港地区的注册制审核经验，在上交所科创板

建设并试点注册制的过程中，本文建议，一是要重视会计与法

律问题，在未来的审核中，要严格审核营业收入的确认标准；

重视营业成本、股本等财务信息；也要重视潜在的法律诉讼等

风险。二是要重视量化指标，杜绝夸张性文字描述，在未来的

审核中，要尽可能使用量化指标代替定性指标的描述，并要求

引用可靠独立第三方机构的数据，还要求发行人全面分析这些

量化指标的变化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三是重视审核效率，给发

行人以稳定预期，要根据科创企业的细分领域设置不同的行业

审核小组，并设置第一轮审核反馈时间上限，还要加强审核人

员的专业知识培训与审核技能的学习，不断完善审核方法。四

是重视公开透明，保持与市场充分沟通。可将审核意见、发行

人答复及时在网站公开，保证审核过程的公开性；成立听证委

员会，发行人可就不认可的审核意见或者结果向听证委员会进

行申诉，保证审核结果的公平公正；还要成立行业专家委员会，

参考行业专家对科创企业主营业务的评价，提高审核的专业化

水平。五是改革定价配售制度，提高市场化程度。要逐渐放开

定价限制，把定价权交给发行人与投资者；同时，要实行自主

配售，提高 IPO 新股定价效率，还要对配售对象范围做出严格

规定，严禁利益输送，加大对自主配售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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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资本市场 IPO 新股发行上市审核

研究及对科创板的启示1 

 

一、引言 

在美国及香港地区等资本市场，IPO 新股发行上市过程

并非简单的登记生效制或“备案制”，也要经历监管机构及交

易所的严格审核。在美国，这一审核过程可以分为各自独立

的发行审核与上市审核，分别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和交易所完成；而在香港地区，发行审核与上市审核均有香

港联合交易所完成。这一审核方式的突出特征是以信息披露

为中心，对公开发行不设前置条件，审核人员不对发行人进

行价值判断，这种发行上市审核方式被称为“注册制”。 

注册制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尽管股

票上市要经历严格的发行审核与上市审核，但审核人员不对

发行人进行价值判断，任何财务状态的合法公司均有机会上

市，无论是净利润处于亏损状态还是业务模式相当创新的公

司。这为美股及港股市场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目前，美国股市是全球市值规模最大的股票市场，一级市场

                                                             
1
 本文仅代表研究人员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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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着全球的优秀公司前往上市，二级市场历经多次危机依

然蓬勃向上；而香港联合交易所已经连续多年在 IPO 数量及

筹资额方面位居全球前列。这些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与制度

建设对全球其他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深入研究了美国与香港地区的

IPO 新股发行上市审核制度，希冀为上交所科创板建设和我

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提供有益借鉴。 

二、美国 IPO 新股发行上市审核 

在美国，股票等证券的“注册制”要经历监管机构及交易

所的严格审核，这一审核过程可以分为各自独立的发行审核

与上市审核。发行审核的主体是作为政府部门的联邦机构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及各州的证券主管部门，关注的

是披露内容和质量，属于法定强制行为；上市审核的主体是

交易所，是双向自由选择的过程，属于民事商业行为。 

（一）发行审核 

完整的美国 IPO 发行审核实行“双重注册制”，即在联邦

制的宪政结构下，证券公开发行一般必须在联邦与州两个层

面同时注册。联邦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主，而各州的证券发

行监管普遍实行实质审核，控制证券的投资风险。1996 年，

《全国证券市场促进法》颁布后，在纽交所、纳斯达克（美

国）上市的证券得以豁免州的注册义务。因此，纽交所与纳

斯达克（美国）上市公司 IPO 前的发行审核只需在联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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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即可，也就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完成。 

1.审核部门 

在美国，新股的发行审核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负责。IPO 注册文件等资料的审核工作由 SEC 的企业融资部

（Division of Corporation Finance）负责，这一部门员工总数

的 80%为发行审核人员。 

发行审核工作由企业融资部下设的 11 个审核办公室完

成2。共有 5 位副总监（Associate Director）分管 11 个审核办

公室，每位分管 2-3 个审核办公室，每个审核办公室则由一

名总监助理（Assistant Director）负责，并有 25-35 位审核人

员。审核业务分成法律和会计两条线，其负责人分别是法律

主管（Legal Branch Chief）和会计主管（Accounting Branch 

Chief）。发行人的注册文件经由主要审核人员——雇员律师

和雇员会计师审核之后，还会由复核员工（Reviewer）对审

核意见反馈函进行二次审核，以便质量控制。 

 

 

 

 

 

                                                             
2
 此前，SEC 设置了 12 个行业审核办公室，金融业审核办公室设置了两个，分别是金融服

务办公室（I）与金融服务办公室（II），其他十个行业审核办公室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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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EC 发行审核办公室的设置 

 
资料来源：SEC 官网 

审核人员的专业水平较高。目前，SEC 的 11 个发行审

核办公室是按照行业划分，主要由消费品、金融服务等行业。

各办公室审核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普遍较高。审核人员主要由

具有执业经验的律师和会计师组成，专业知识相当丰富。另

外，审核人员也有丰富的行业经验。虽然 SEC 并不要求审核

人员有行业背景，但由于各个办公室的审核工作都集中于某

个行业，因此，久而久之，各办公室的审核人员一般都具备

了较丰富的行业知识。这样十分有利于提高行业审核的专业

水平，增进审核效率，保证审核质量。 

表 1  SEC 发行审核办公室的行业分布 

 

行业 

1 健康和保险（Healthcare and Insurance） 

2 消费品（Consumer Products） 

3 信息技术和服务（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Assistant Director 
Senior Assistant Chief Accountant 

Legal Branch Chief 

Accounting 

Branch Chief 

Accounting 

Branch 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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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 

5 交通和休闲（Transportation and Leisure） 

6 生产和建筑（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7 金融服务（Financial Services） 

8 房地产与商品（Real Estate and Commodities） 

9 饮料、服装和开采（Beverages, Apparel, and Mining） 

10 电子产品和机械（Electronics and Machinery） 

11 通信（Telecommunications） 

资料来源：SEC 官网 

2.审核程序 

审核程序本质上是 SEC 与发行人就信息披露的内容与

质量进行对话的过程。在发行审核过程中， 

首先，SEC 给出审核意见，发行人进行回复。在收到 S1

或 F1
3等注册文件后，SEC 会针对信息披露提出书面意见。

发行人在收到相关意见后，会逐一做出书面答复，对于适用

的意见，会修改或者补充披露；对于不适用的意见，会在回

复中解释不适用的理由。SEC 在收到回复和修改的披露后，

对于认为披露不充分的地方，SEC 会继续提出问题。这个过

程一直持续下去，直至 SEC 认为信息披露已经完整完备、不

再有新的意见为止。通常，SEC 会给出 3-4 轮审核意见。 

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这一环节的中心。第一，SEC 会严

格监管发行人和承销商在披露文件之外不当发放信息影响

                                                             
3
 美国公司递交 S1 表格，外国公司递交 F1 表格。路演环节的招股说明书的内容、格式与修

改后的 S1、F1 表格相同，但是招股说明书是针对潜在投资者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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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抢跑行为”（Gun Jumping），具体规定是指，一是在

向 SEC 递交注册文件（包含的主要是披露文件）之前，不得

向市场提及 IPO；二是在递交注册文件公司 IPO 成为公开信

息后，发行人方可开展市场推广活动，但只能基于披露文件；

三是只有在注册文件生效后，方可与投资人确认订单，达成

销售。第二，SEC 要求信息披露详略得当，披露质量高，便

于投资者阅读理解，具体要求为，一是披露内容和投资决策

的相关性要高，和投资决策无关的信息要少；二是要体现重

大性原则，有利于投资者把注意力放在重大信息上面，方便

投资决策；三是要强调风险披露的充分性和准确性；四是要

重点突出，语言浅白，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4。 

其次，SEC 出具新股发行注册函。在确认对注册文件不

再有实质性意见后，SEC 会出具 8-A12B 文件即新股发行注

册函（Form 8-A），主要内容（Description of Registrant’s 

Securities to be Registered）为“注册人（the Registrant，即发

行人）将按照注册文件及修改稿中‘股本’部分的描述、依

据《1933 年证券法》第 424(B)条款注册 A 类普通股，面值

$0.00001”等5；同时 SEC 也将该文件副本送于发行人选择的

交易所。此后，发行人会印刷红鲱鱼招股说明书（Red Herring 

Prospectus）并开始路演、定价配售。配售结束后，发行人会
                                                             
4
 刘君，《美国证券公开发行如何做到“注册制”》，2013 年 

5
 如果注册人为外国公司，文件内容会有所不同，如写明即将发行 ADR 但不写面值等，不

过，文件内容主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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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SEC 递交含有发行价格区间的修改后注册文件（Amended 

S1/F1）。 

第三，SEC 出具注册文件生效函。在收到修改后注册文

件（Amended S1/F1）后的三四个工作日内，SEC 会出具注

册文件生效函（Notice of Effectiveness），表明 SEC 对注册发

行的新股同意生效；之后，发行人会尽快 IPO 上市。上市后，

发行人要尽快向 SEC 递交含有最终发行价格的 424B4 文件

（即招股说明书终稿）。实务中，大多数发行人会选择生效

函出具后的下一个交易日在交易所 IPO 上市，并在上市当日

向 SEC 提交 424B4 文件。 

在整个发行审核过程中，双方主要是以书面形式进行沟

通。双方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沟通，但这种情况比较

少，打电话的目的通常是为了解审核进展。 

在注册文件生效前，发行人主要经历“接受并答复 SEC

审核意见、路演定价配售”两个环节，其中，SEC 审核通常

不受二级市场运行的影响，但是路演环节受到二级市场的影

响较明显，例如，在次贷危机期间发行人进行路演的时间均

值显著地高于 2017 年美股牛市期间6的路演时间均值，但

SEC 审核所用时间并没有。而且，由于 SEC 允许“储架发行

（Shelf Offering）”7，在二级市场行情极端不利等情况下，
                                                             
6
 2017 年，美国三大股指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 500 指数的年度涨幅

分别达到 28%、25%和 19%。 

7
 在美国，储架发行有效期为 3 年，必要时可再申请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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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即使获得了 SEC 新股发行注册函，也可以暂时不路演，

待时机较为成熟时，再择机定价配售并上市。 

SEC 审核过程公开透明。除非是新兴成长企业采用秘密

递交程序，注册文件（包括随后的修改稿）在 SEC 收到的同

时，即在 SEC 网站上公开。除了某些需要“保密处理”的条

款外，SEC 与投资者均能看到这些注册文件。此外，SEC 的

审核意见函和发行人的回复函也会在注册文件生效 45 天后

公布在 SEC 网站上8，供公众查阅。  

SEC 审核程序耗时易于预期。由于审核过程公开透明，

注册文件生效需要的时间也就可以预期。SEC 在审核过程中

表现得相当高效，如果无重大问题，平均需要约 90 天的时

间 SEC 就会出具新股发行注册函。至于注册文件生效时间，

尽管《1933 年证券法》第 8 条规定注册文件在递交日 20 天

后自动生效，但实务中 20 天内就完成审核的可能性不大，

SEC 也通过 473 规则让该条在实务中失去意义。现实中，发

行人是通过向 SEC 发出提前生效的申请来实现注册文件生

效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SEC 曾两次经历发行

人递交的注册文件“暴增”，1969 财年的注册文件数量曾超

过 4500 份，同比增加 62%；1972 上半财年注册文件数量达

到了 1632 份，同比增加 37%。SEC 顺势推出了延期审核

                                                             
8
 可以在 SEC 网站通过 EDGAR 系统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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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rred Review）、粗略审核（Cursory Review）和概要审

核（Summary Review）等非常规的审核方法，以解决注册文

件突然大幅增加的问题，这极大地改善了审核效率9，提升了

发行人的 IPO 上市速度。自 SEC 成立以来，SEC 未因注册

文件数量众多、审核人员数量有限、外部环境不利等原因放

慢审核速度。因此，发行人总是可以对 SEC 的审核节奏形成

稳定预期。 

SEC 审核还设置了申诉环节。如果发行人不同意 SEC

审核人员的结论，还可进行申诉。如果发行人不理解某条反

馈意见或者目的，发行人可在回复前依次与审核员

（Examiner）、复核人员（Reviewer）进行沟通。发行人也可

自由地寻求更高级别的申诉。如果发行人拟对法律或行文相

关披露方面的反馈意见进行申诉，可依次向助法律主管、总

监助理、分管该办公室的副总监、（代理）总监申请申诉。

如果发行人拟对会计或财务信息披露相关的反馈意见进行

申诉，可依次向会计主管、首席会计师高级助理、公司融资

部的首席会计师办公室。申诉申请既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

是书面形式。 

                                                             
9
 《1933 年证券法》和《1934 年证券交易法》颁布后，美国证券发行步入了联邦和州“双重

注册制”阶段，即发行人在 IPO 上市前，既要经过 SEC 审核，也要经过州政府证券监管部门

审核，这一情况持续到 1996 年颁布《全国证券市场促进法》才有所改观。因此，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SEC 的粗略审核、概要审核等方法的应用，在切实减轻 SEC 审核人员工作压力

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审核质量的必然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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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核意见 

美股注册制是以信息披露为基础（Disclosure Based）。

信息披露是发行审核环节的中心，基本要求是信息披露质量

高、便于投资者阅读理解，突出特征是审核机构不对发行人

进行价值判断。SEC 保证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合法合规即可，

其他问题如定价、配售等事项由市场自行决定。因此，SEC

的审核意见集中于信息披露方面。 

从审核结果来看，审核意见的数量一直是可控的。在美

国，发行人从注册文件递交到生效通常要经过 SEC 的 3-4 轮

意见反馈，其中第一轮问题最多，耗时最长，视发行人业务

的复杂度，问题数可以从几十个到上百个不等，反馈时间一

般不超过 30 天，而随后轮次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 

SEC 的审核意见主要集中于会计和法律两个方面。会计

问题主要集中于财务报表、股权激励、关联交易等重要事项

以及对财务报表的潜在影响。法律问题主要集中于VIE结构、

诉讼等法律风险。此外，发行结构、公司治理及其他重大事

项也是审核人员的重点关注领域。现实中，会计处理和低价

股问题是延长审核程序的两个重点关注领域。市场接受度和

估值因素则可能会延长从申报至定价的时间。 

具体来看，较为常见的反馈意见包括，要求提供初步的

价格区间、对封面内容做出解释、列示承销商、发行人所宣

称的市场地位行业预测、场规模和评论向行业专家咨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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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确认的会计处理、非通用会计准则的财务指标、特定风险

因素批露（如中概股的 VIE 结构问题）、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的批露质量和细节、经营业绩的变化、廉价股，等等。比较

少见的反馈意见包括，特定贷款契约的合规问题、高管的薪

酬安排、直接配股计划、曾经收购或将要收购公司的财务数

据，等等。 

表 2  美股发行审核的重点领域 

类别 具体内容 

 

 

 

 

 

会计问题 

1. 招股书中所需披露的财务数据 

2. 近三年的审计财务报告 

3. 并购估值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如有） 

4. 股票期权计划/定价/待授予的期权/员工股票期权计划（如有）的估价和

以股权为基础的薪酬成本/廉价股问题 

5. 审计师会计师独立性/季度报告和审计师审阅（确认加入季度的数量和

相关安慰函）/主要会计政策和内部控制 

6. 审计师安慰函 

7. 管理层财务预测 

8. 纳税状态、适用的税务政策和相关问题 

9. 管理层信函/内部控制审阅情况 

10. 关联交易/集团内部间交易 

 

 

 

 

 

法律问题 

1. 任何国内/离岸重组、与可变利益实体结构相关的未决事项 

2. 品牌/商标/版权/专利权/其他关键知识产权 

3. 有待解决的索赔、纠纷、其他诉讼或行政程序 

4. 潜在的披露问题 

5. 发售证券所需的批准 

6. 董事会会议（包括准备决议、对股份进行授权、登记文件批准及定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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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7. 股份授权 

8. 关联交易 

9. 环境、税务、员工社保问题 

中概股相关 

10. 确认无中国相关结构问题（如商务部 10 号文《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企业的规定》项下的审批） 

11. 确定中国有关境外上市的监管制度和对公司适用的互联网行业法律法

规会对此次首次公开发行的影响 

 

 

 

预期的发行结构 

1. 发行规模/新股和老股比例/募集资金的用途/时间安排 

2. 选择交易所/公司代码的选择/确认 

3. 锁定协议（包括股东协议，如有）/超额配售选择权/售股股东-参与人数

量（如有） 

4. 注册权、优先购买权或其它所需的放弃或批准（如持股者协议或公司章

程中所包含的合格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5. 市场推介及分配计划/定向售股计划 

6. 确认外国私人发行人身份/确认上市实体和包含在内的资产及子公司 

 

 

 

公司结构 

1. 组织结构（包括 VIE 结构） 

2. 管理层（确定所有主要管理职位的人选） 

董事会结构 

3. 委员会构成/独立董事/董事会下辖各委员会的结构 

4. 符合萨班斯法案的规定/符合交易所的规定/考虑市场需要 

资本结构 

5. 已发行和已授权的股份/目前的股东结构/股东名单/董事及执行官借款

（如有） 

6. 注册权/股票期权计划/定价/待授予的期权 

资料来源：高盛（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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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例分析：拼多多 

在 SEC 审核拼多多一例中，SEC 审核高效且严格的特征

十分突出。这一审核过程历经 70 余天，SEC 给出四轮审核

意见，合计 48 个问题。其中，第一轮审核意见耗时最长，

距注册文件提交时间有 29 天；第一轮审核意见最多，达到

29 个问题；第二轮审核时间与审核问题明显锐减；第三、四

轮审核则耗时短且问题少。在这些审核问题中，会计方面的

问题始终是审核重点，其次是业务发展与管理层结构等公司

治理等问题。 

表 3  拼多多发行审核反馈简介 

注册文件 

递交时间 

SEC 

反馈时间 
相隔天数 问题数量 反馈要点 

2018/5/07 2018/6/05 29 29 

会计政策相关、业务发展、公司结构、

风险因素详尽解释、管理层讨论及分析、

管理层结构、关联方交易、证券发行、

股权激励以及写作格式 

2018/6/11 2018/6/27 16 12 
会计政策相关、业务发展、管理层结构、

董事会构成、关联方交易 

2018/7/09 2018/7/12 3 3 会计政策相关、管理层结构、保密条款 

2018/7/16 2018/7/19 3 4 会计政策相关、日常经营、文字表述 

资料来源：SEC 官网 

SEC 审核意见十分注重营业收入的确认原则。在第一轮

审核中，会计方面的问题最多，29 个审核问题中有 10 个问

题是会计领域的，其中，6 个问题与营业收入确认相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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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与营业成本相关。SEC 虽然不看重净利润是正是负的

问题，但对营业收入十分重视10。营业收入的规模及增长率

也是反映发行人成长性的重要指标。 

SEC 审核意见十分注重文字描述的准确性。SEC 会要求

发行人及承销商不得使用夸张性文字描述业务发展等内容。

拼多多注册文件初稿中写到“have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growth since inception in 2015”、“has created a snowball effect 

that led to our exponential growth”，SEC 审核人员要求拼多

多结合业务发展情况详细解释“ substantial growth ”、

“exponential growth”的含义。 

SEC 审核意见十分注重量化指标的使用。拼多多注册文

件初稿中还写到“Nearly all of the transactions in 2017 were 

team purchases”、“source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your buyer 

traffic from major social networks in China”，对于此类内容，

SEC 审核人员要求解释 2017 年和 2018 年一季度订单中的团

购占比、来自社交平台的用户的占比。 

（二）上市审核 

美股的上市审核是在交易所进行的，必须以注册登记生

效为前提。实务中，发行人会同时向 SEC 和交易所提交申请，

                                                             
10

 在另一知名中概股“哔哩哔哩”的审核中，营业收入是 SEC 最关注问题的特征更为突出。

SEC 先后给出 5 轮审核意见，依次提出了 34、14、5、7、2 个问题，在第一轮审核意见中，

营业收入确认的相关问题有 11 个，是占比最高的一类问题；在第二轮审核意见中，依然有

2 个与营业收入确认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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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件的主要内容相同，但会根据 SEC、交易所的具体要

求有所区别。在审核过程中，SEC 与交易所也是各自独立操

作，不会就审核中的问题交换意见或进行协调。交易所认为

符合上市条件的证券，SEC 并不必然要批准注册登记；另一

方面，交易所也有权对已通过发行审核的证券在申请上市时

进行否决。发行人也可以在通过发行审核而尚未上市前，临

时改变上市地点。 

1.纽约证券交易所 

纽交所的上市审核流程始于一项免费且保密的资格审

查（a free confidential review of the eligibility）。审查内容主要

集中于股权结构、近五年财务报告、最新的招股说明书等资

料；对于非美国的公司，还要额外审查股权投资的子公司、

本国监管机构的监管记录以及税收、会计和外汇管制等内容。

资格审查通过后，纽交所会向发行人出具书面批准函

（Clearance Letter），有效期为 9 个月，即在 9 个月内发行人

应 IPO 上市；若是未能及时上市，则需重新进行资格审核。 

之后，发行人需提交正式的上市申请并开始正式申请上

市审核流程。提交后，纽交所会有负责各区域业务的上市服

务人员与发行人联系协调后续上市事宜。上市申请分为四步，

在提交上市申请后的两周内，发行人首先要在主板 NYSE 和

中小板 NYSE American 之间进行选择11，然后根据不同的板

                                                             
11主板 NYSE 对美国的公司设置了 5 套上市标准，对非美国的公司设置了 4 套上市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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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下载相应的申请表格予以填写。其次，发行人要与纽交所

协商明确不超过四位的股票代码。此后，发行人要提交申请

表格并选择指定的做市商。 

图 2  发行人在纽交所的上市申请流程 

 
资料来源：纽交所官网 

上市审核意见主要集中于是否满足上市标准中的数值

要求及公司治理等合规性要求。主板 NYSE 和中小板 NYSE 

American 设置了不同的上市标准，其内容分为股权结构和盈

利标准、市值标准和营业收入标准等，各标准均设置了明确

的量化指标，发行人只要满足其中的一套上市标准即可。因

此，纽交所的上市审核人员会仔细审核发行人是否满足上市

条件的各项财务指标等数值标准。公司治理是上市审核的另

一主要内容，这方面的要求主要是针对外国发行人，通常这

                                                                                                                                                                               

小板 NYSE American 设置了 5 套上市标准，均适用于对美国、非美国的公司。 

选择板块 
• 明确是在主板NYSE还是中小板NYSE American上市 

保留代码 
• 与纽交所协商确定股票代码（Ticker Symbol） 

提交表格 
•将各表格及补充材料上传 

选择做市商 
• 选择指定做市商（Designated Market Mak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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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公司的治理要求已完全满足本国的治理标准，纽交所还需

审核这些外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否满足美国证券法及 SEC

规定等要求。 

上市审核的结果由“上市与合规委员会”投票决定。在

纽交所，负责上市审核的有财务审查、公司治理审查、股权

结构审查等部门，发行人能否通过上市审核这一结果最终由

所内不同部门管理人员组成的“上市与合规性委员会”投票

决定审核结果。为了保证审核的客观性与中立性，所有的审

核部门都隶属于纽交所的非营利分支——监管公司 NYSE 

Regulation（NYSER），而且参与投票的委员全部来自于非市

场营销口的其他部门12。如果纽交所出具“否决”结果且发

行人不同意，那么发行人可向纽交所听证部门（Office of 

Hearing）进行申诉，以争取更公平的结果。 

2.纳斯达克（美国） 

在纳斯达克（美国），上市审核的流程始于发行人提交

发行材料及各种表格。纳斯达克将各表格模板列示于网站

Nasdaq Listing Center，发行人需下载、填写并提交，这些表

格主要包括上市协议（Listing Agreement）、公司治理认证表

（Corporate Governance Certification Form）、标识提交表

（Logo Submission Form）等等，同时，发行人要缴纳上市申

请受理费，在全球精选市场与全球市场上市需缴纳 25000 美

                                                             
12

 徐洋，《美国“注册制”管窥》，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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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资本市场上市需缴纳 5000 美元13。 

图 3  发行人在纳斯达克（美国）的上市申请流程 

 
资料来源：纳斯达克官网 

上市审核意见主要集中于是否满足上市标准中的数值

要求及公司治理等合规性要求。纳斯达克的上市审核工作由

专门的部门 Nasdaq's Listing Qualifications Department 进行，

由于纳斯达克三个板块全球精选市场、全球市场和资本市场

各有 4 套、4 套和 3 套上市标准，这些标准在权益规模、营

业收入、做市商数量等方面的要求各不相同，审核人员（the 

Listing Qualifications Staff）需仔细审核发行人材料中的内容

是否满足上市条件中的数值要求（ the Numerical Listing 

Requirements）。此外，公司治理也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审核内

                                                             
13

 纳斯达克（美国）共有三个市场板块，分别是全球精选市场（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

全球市场（Nasdaq Global Market）和资本市场（Nasdaq Capital Market）。 

汇总信息 

• 发行人需与纳斯达克工作人员确认 Central Index Key 

(CIK) code，trading symbol 和 CUSIP等信息。 

创建账户 

• 在Listing Center网站创立账户 

• 填写邮箱与基本信息 

完成申请 
•将各表格及补充材料上传 

与上市服务
专员联系 

• 材料提交后的几个工作日里，将有上市服务专员
（Listing Analyst）与发行人联系，完成后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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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一，审核范围包括发行人是否拥有合理的董事委员会结

构、是否对某些利益冲突行为设置“防火墙”以及投票权等

问题。上市审核通过后，发行人需提交正式的上市申请（a 

Formal Listing Application）。 

纳斯达克的上市审核通常需要四到六周完成。上市审核

人员通常只提出一轮审核意见，发行人认真答复这些审核问

题即可完成上市审核过程。 

表 4  纳斯达克上市审核进度 

时间 内容 

第 1 周 
公司递交上市审核材料 

纳斯达克上市审核人员开始审核 

第 2-3 周 审核人员完成初轮审核并准备审核意见函（comment letter） 

第 3-4 周 公司就上市审核人员的问题给予答复 

第 5-6 周 上市审核人员完成审核，公司获得在纳斯达克的上市资格 

资料来源：纳斯达克官网 

如果上市审核未被通过，发行人可向听证会小组

（Hearing Panel）进行申诉。听证会小组成员主要由学者、

会计师、审计师、公司高管、投行人士等非纳斯达克工作人

员组成。只有在某些必要情况下，审核人员才参与听证会。

同时，发行人要缴纳 10000 美元申诉费。 

在发行人上市的过程中及上市后，纳斯达克会提供多样

化的配套增值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如何提高合规性、提高治

理水平、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方面。大多数公司自上市起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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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会接收到该项服务，从纽交所转到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

全球市场且市值在 7.5 亿美元以上的公司则可在四年内接收

该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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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美股发行上市审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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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给出审核意见，通常 3~4 轮 

发行人依次对每轮审核意见做出答复 

SEC 审核结束，出具新股发行注册函 8-A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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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审核 上市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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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地区 IPO 新股发行上市审核 

在香港地区，IPO 新股的发行审核与上市审核的区分并

不十分明显。香港地区的 IPO 发行实施 “双重存档”制度，

发行人申请在港交所主板或创业板上市，需按照 A1 或 5A

表格向港交所提交申请材料，并在下一个交易日将申请材料

副本提交至香港证监会，或者以书面形式授权港交所将申请

材料副本提交至香港证监会14，但发行审核与上市审核均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进行。 

（一）审核部门 

在香港地区， IPO 新股发行上市审核的主要负责机构是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要负责部门是港交所下设的上市委员会

（the Listing Committee）。实际审核时，上市委员会将部分

审核权限授予上市科（the Listing Division），上市委员会与

上市科共同完成发行上市审核过程。若发行人不同意上市委

员会的决定，还可向上市上诉委员会（the Listing Appeals 

Committee）进行申诉。 

1.上市委员会 

上市委员会通常由 28 名15委员组成，其成员主要包括三

类，一是最少 8 名为上市提名委员会认为能够代表投资者权

益的人士；二是上市提名委员会认为比例能够适当代表上市
                                                             
14

 如有必要，可在自副本存档的日期（如该日期多于一个交易日，则以最后的日期为准）

起计的 10 个交易日内，证监会要求该申请人进一步补充材料。 

15
 必要时，港交所董事会可以增加委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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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市场从业人士（律师、会计师等）的 19 名人士；

三是港交所行政总裁担任无投票权的当然委员。 

上市委员会委员须由董事会委任16。每年有资格被委任

或再次被委任为上市委员会委员的人士，须由上市提名委员

会提名，该上市提名委员会由港交所董事会三名非执行董事、

香港证监会的主席及两名执行董事所组成。上市提名委员会

在审议有关提名时，须征询上市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的意见。

上市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由上市提名委员会提名及由董事

会委任。上市提名委员会可选择提名一名或多于一名副主席，

而董事会亦可选择委任一名或多于一名副主席。港交所行政

总裁不得被委任为上市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 

上市委员会委员一般任期约为 12 个月。上市委员会的

所有委员须在任期届满时退任，除非其再获董事会委任（任

期可为原定的任期或董事会于再次委任时订明的较短任期）。

所有上市委员会委员均有资格接受再次委任。董事会可填补

上市委员会因辞职、退休或其他原因而出现的委员空缺。有

资格被委任填补任何该等空缺的人士须由上市提名委员会

提名。获委任以填补临时空缺的委员的任期的最后日期，为

退任该职而产生临时空缺的委员原来任期届满当日。 

                                                             
16上市委员会委员在四种情况下会被撤换，这四种情况分别是(1) 倘若其获发财产接管令，

或其与债权人作出和解安排；(2) 倘若其变得精神错乱或精神不健全；（3）倘若其以书面通

知董事会及上市委员会请辞有关职务；(4) 倘若由于严重的不当行为而遭董事会撤职，而一

份说明其被撤职的理由的函件已呈交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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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委员会的委员不得连续任职超过六年，但按《上市

规则》第 2A.24 条填补临时空缺的委任期间不包括在内。已

按上市规则容许的最长期间担任职务的委员（包括主席及副

主席），由其最近期退任之日后起计的二年后有资格再次被

委任。尽管以上所述，在特殊情况下，上市提名委员会有酌

情权提名任何人士，在其退任后起计两年内的任何时间再次

被委任，而董事会亦有权再次委任该人士。 

上市委员会须就一切上市事宜行使及执行董事会的所

有职权及职务。上市委员会于行使及执行该等职权及职务时

只须受上市上诉委员会的复核职权所规限。 

2.上市上诉委员会 

当发行人的上市申请因业务不适合上市而遭拒绝、发行

人的复牌申请受到拒绝或者上市发行人的上市资格被取消

时，上市上诉委员会将成为相关事项的复核部门。 

上市上诉委员会共有三人，包括港交所董事会的主席以

及两名董事。上市上诉委员会主席必须为港交所董事会的主

席。上市上诉委员会的主席必须从港交所董事会董事中（港

交所行政总裁除外）委任一人为副主席17。第三名委员将于

上市上诉委员会在复核上市委员会的决定时由上市上诉委

                                                             
17上市上诉委员会的主席须于港交所董事会委任董事会新主席并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书面

批准后离任，或在此之前其被免去董事会主席一职时离任。上市上诉委员会的副主席须于（1）

其担任港交所董事任期届满时离任（除非其再获委任或获当选连任港交所董事并且再度获上

市上诉委员会主席委任为副主席）；或（2）在此之前其被免去港交所董事职务时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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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主席甄选及邀请加入上市上诉委员会，一旦上市上诉

委员会就有关事宜作出决定或该委员请辞后（以较早者为

准），该委员即不再为委员。第三名委员必须为港交所董事

会董事，但不得为港交所行政总裁。 

倘若上市上诉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与复核的结果有重

大利益关系，则需委任临时主席或者替代委员聆讯该项复核。 

（二）审核程序 

香港地区的 IPO 实行保荐制。聘请保荐人是发行人上市

之旅的第一步，也是港交所发行上市审核的前奏。发行人必

须在呈交 A1 或者 5A 申报材料前至少两个月前委聘保荐人18。

保荐人在正式受到委任或停止为发行人服务时，需向港交所

递交委任信副本或含有停职原因的书面通知。保荐人需公正

无私地履行职责，开展合理的尽职调查，紧密参与发行人上

市文件的编制工作，处理港交所就上市申请提出的所有事项。

在整个发行上市审核过程中， 

首先，上市科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通常在接收 A1 等

申请文件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19，港交所上市科会给出首轮审

核意见，保荐人必须做出完整详尽的回复。这一过程会反复

2-3 轮，直到上市科不再反馈新的意见为止。如果上市科拒

                                                             
18

 发行人出具的聘任函包括保荐人费用金额、确定费用的基础以及支付结构和时间，保荐

人费用应在委聘时明确，不能依发行成功与否或发行规模而定。 

19
 实务中，首轮审核意见所需时间可能远不只 10 个工作日。港交所“披露易”网站显示，2018

年 12 月，由收到上市申请至发出首次意见函的平均所需日数为 24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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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发行人的申请且申请人接受这一决定，那么发行人在 8

周内不得重新提交申请，同时，申请人与保荐人的名称将在

“披露易”网站公开20。 

发行人申请被驳回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申请材料不

完备，上市科给出发回决定（a Return Decision）；二是发行

人不满足港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上市科给出拒绝决定（A 

Rejection Decision）。被驳回后，发行人可按照《上市规则》

2B.05、2B.06 及 2B.07 条的规定，依次向上市委员会、上市

（复核）委员会、上市上诉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实务中，

上市科可以建议上市委员会驳回发行人申请，发行人可再向

上市（复核）委员会、上市上诉委员会进行申诉。同时，发

行人要缴纳不可撤回的 6 万港币申诉费。如果申诉结果支持

发行人，那么上市科需要重新审核发行人的申请材料。 

其次，上市委员会对发行人进行聆讯。通过上市科的审

核后，发行人可根据上市板块申请聆讯。若在主板上市，则

向上市委员会申请聆讯；若在创业板上市，则向创业板上市

小组委员会申请聆讯。 

2018 年 4 月 30 日起，港交所的新上市规则《新兴及创

新产业公司上市制度》开始生效，允许生物科技公司等企业

上市。为了更有效地了解生物科技这一行业，港交所还成立

                                                             
20

 港交所“披露易”网站显示，截至到 2019 年 1 月底，最新被驳回的案例是域高融资有限

公司保荐的 SSSE Limited，驳回日期是 2017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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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物科技咨询小组（Biotech Advisory Panel），截至 2019

年 1 月底，该小组由 17 位业界专家组成。必要时，港交所、

上市委员会和香港证监会将向生物科技咨询小组专家咨询

（on an individual and “as needed” basis），以提高审核人员在

生物科技领域的专业水平，保证审核质量。 

第三，港交所出具聆讯信函，公布结果。聆讯结束后，

上市委员会将会向发行人出具聆讯后信函（a Post Hearing 

Letter），并写有是否通过聆讯的内容。如获批准，发行人即

可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港交所上市。 

第四，发行人公开相关资料。聆讯结束后，港交所要求

发行人尽快将聆讯后资料集（Post Hearing Information Pack，

PHIP）在港交所“披露易”网站公开，这一资料集已按照上

市科及上市委员会的意见对申请材料完成修改。 

此后，保荐人将会协助发行人完成招股说明书，路演并

完成定价配售。在路演前，发行人及保荐人通常会引进大型

企业集团、知名富豪等声名卓著的投资人作为基石投资者，

以树立良好形象，正面引导后续投资者的投资意向。待向机

构投资者路演询价结束后，个人等中小投资者可以按照固定

价格进行申购。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申购比例通常为

9:1。待 IPO 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后，保荐人还需向港交所提

交团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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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港股发行上市审核程序 

 

发行人在审核前的准备工作重点 

1. 发行人任命保荐人，需最晚在提交 A1 申请的 2 个月前

签署委任协议 

2. 发行人将申请材料 A1 表格向港交所提交 

3. 港交所会将其在“披露易”网站公开 

4. 发行人或者港交所将申请材料副本向香港证监会递交 

发行人申请聆讯 

上市委员会进行聆讯 

上市委员会发布聆讯后信函 

印发红鲱鱼招股书 

开始向机构投资者路演询价 

发放香港公开招股书 

个人等中小投资者以固定价格申购新

股，IPO 配售完成 

上市交易后，保荐人需向港交所提交团

队结构图 

上市科驳回发行人的申请 

发行人可按照《上市规则》

2B.05、2B.06 及 2B.07 条的规

定进行申诉 

审核重新开始 

港交所上市科开始审核 

通常 2-3 轮审核意见 

申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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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8 周内不得重新提交申请；遭驳回

的保荐人及申请人的名称连同驳

回日期将在“披露易”网站公布。 

支持上市科决定 

 

反对上市科决定 

 

发行人公开聆讯后资料集（P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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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意见 

港交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重点是财务报表、会计政

策选择及公司治理等问题。同 SEC 一样，过去的财务问题与

业务发展是港交所上市委员会的重点关注领域；对于保险行

业的公司，还要在申请材料及招股书中附有精算报告。公司

治理是另一个关注领域，港交所上市委员会要求发行人“至

少 3 名独立董事，并必须占董事会成员人数至少三分之一，

其中至少一名必须具备适当专业资格或会计或相关的财务

管理专长”。2018 年 4 月 30 日起，新上市规则《新兴及创新

产业公司上市制度》开始生效，同股不同权架构（Weighted 

Voting Right Structure）的发行人可以从此在港交所 IPO 上市

21，港交所在《主板上市规则》8A 章节中对此类发行人上市

时的市值规模、架构受益人（WVR Beneficiary）的权利与限

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之后，同股不同权架构设置问题

也成为了上市委员会的重点关注领域。 

由于香港也是我国许多国企的海外上市首选地，因此，

许多内地国有企业特有的问题也会成为港交所上市委员会

的关注重点，如国有股减持、内地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的意

见函、土地产权证，等等。 

 

 
                                                             
21

 此类发行人的上市条件远高于非 VIE 结构发行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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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港股发行上市审核的重点领域 

类别 具体内容 

 

 

 

 

 

业务与财务 

运营和财务数据 

1. 根据招股书披露要求准备运营和财务数据 

审计有效时限 

2. 必须披露距香港招股书注册日 6 个月以内的审计报告 

业务计划/盈利预测 

3. 需向港交所提交盈利预测备忘录 

4. 盈利预测也通常会在招股书中披露 

股利政策 

5. 投资者关注的问题，招股书也会有相关的描述 

精算报告（只适用于保险公司） 

6. 寿险公司估值的重要材料，除太平保险 2000 年于香港“借壳上市”

的案例外，其他中国寿险公司的招股书均载有精算报告，该报告

一般载有寿险公司和集团的内含价值和新业务价值 

 

 

公司治理 

7. 需 3 名独立董事，必须占到董事会人员数三分之一 

8. 同股不同权架构设置 

9. 必须建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并由具备金融及会计经验的独立董

事担任主席 

10. 考虑建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委员会 

 

上市方案 

11. 上市地点、发行股数、国有股东减持等细节； 

12. 与有关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 

13. 股东大会批准 

 

 

 

法律与审批 

土地权证 

14. 土地权证是可能拖延中国大型企业上市时间表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联交易 

15. 理清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16. 确定关联交易的申报形式和内容 

同业竞争 

17. 主要股东的其它同业投资 

资料来源：高盛（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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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建议 

（一）总结 

在美国及香港地区等资本市场，IPO 新股发行上市审核

实行“注册制”。在美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交

易所共同完成发行上市审核过程；而在香港地区，香港联合

交易所是发行上市审核的主要负责机构。在注册制下，信息

披露是核心，审核人员不对发行人进行价值判断，任何财务

状态的合法公司均有机会上市，现实中，部分 IPO 时亏损或

微利的公司通过了发行上市审核并在日后成为资本巨擘，为

投资者带去了丰厚收益，如纳斯达克的亚马逊公司、港交所

的腾讯公司。 

在美国，IPO 新股的发行审核与上市审核彼此独立。发

行审核由 SEC 负责。SEC 企业融资部下设 11 个行业审核办

公室，分行业地审核发行人的申请材料。审核程序可总结为

“发行人提交 IPO注册文件——SEC提出多轮书面审核意见

——发行人依次书面回复——SEC 出具新股发行注册函—

—发行人路演定价配售并向 SEC 提交含有发行价格区间的

注册文件——SEC 出具注册文件生效函”，此后，发行人会

尽快 IPO 上市并向 SEC 提交含有发行价格的注册文件。SEC

审核过程高效且公开透明，SEC 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及发行人

回复的过程需要约平均 90 天的时间，审核意见函和回复函

会在注册文件生效 45 天后公布在 SEC 网站上。从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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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审核人员通常会给出 3-4 轮审核意见，审核意见主要

集中于营业收入确认等会计问题以及潜在诉讼风险等法律

问题。总体而言，SEC 的发行审核高效又严格。美股的上市

审核由交易所完成。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审核意见较为相似，

主要集中于是否满足各上市条件中的数值要求和公司治理

等合规性要求，但审核流程有所不同。此外，在整个发行上

市审核过程中，SEC 与纽交所、纳斯达克均设置了申诉听证

环节，以与发行人就分歧问题进行沟通。 

在香港地区，IPO 新股的发行审核与上市审核的区分并

不十分明显。整个审核过程的主要负责机构是香港联合交易

所，具体负责部门是港交所下设的上市委员会，在实际审核

操作中，上市委员会会将部分审核权限授予上市科，与上市

科共同完成发行上市审核过程。在审核程序方面，发行人需

在向港交所递交申请表格之前的两个月委任保荐人。递交表

格后，上市科通常会在 10 个工作日内给出首次审核意见函，

通常给出 2-3 轮意见函。在上市科的审核之后，发行人要向

上市委员会申请聆讯，如获批准，发行人即可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港交所上市。此后，发行人还要讲聆讯资料集（PHIP）

在港交所“披露易”网站公布。此外，港交所还设置了上市

上诉委员会，给予发行人就审核过程中分歧问题进行申诉的

机会。在审核意见方面，重点是财务报表、会计政策选择、

同股不同权架构设置及其他公司治理等问题；由于香港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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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央企海外上市的首选地，许多内地国有企业特有的问题

也会成为上市委员会的关注重点。此外，港交所还为发行人

设置了严密的复核申诉流程，给予发行人就审核过程中分歧

问题进行申诉的机会，以保证审核结果的公平公正。 

（二）建议 

借鉴美国与香港地区 IPO 新股的发行审核经验，在未来

科创板建设并试点注册制的过程中，本文建议， 

1.重视会计与法律问题 

财务报表是判断发行人过去经营状况的重要信息，也是

预测公司未来发展情况的基础信息。随着未来科创板 IPO 标

准对盈利的放松，在未来的审核中，一是要严格审核营业收

入的确认标准及方法；二是重视长短期投资、营业成本、股

本等财务信息；三是要重视潜在的法律诉讼等风险。 

2.重视量化指标，杜绝夸张性文字描述 

为增加投资者对发行人未来发展前景的深刻印象，发行

人有动机使用夸张性语言进行描述。为避免未来这一问题的

发生，建议在未来的审核中，一是要尽可能使用量化指标代

替定性指标的描述，如“占到市场重大比例”中的比例究竟为

多少；二是引用可靠独立第三方机构的数据；三是要求发行

人全面分析这些量化指标的变化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3.重视审核效率，给发行人以稳定预期 

一是要根据科创企业的细分领域设置不同的行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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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如互联网科技、生物科技等细分行业审核小组；二是

设置第一轮审核反馈时间上限，如距招股说明书提交时间不

超过 40 天；三是加强审核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与审核技能

的学习，如经常举办讲座学习国内外科技行业的发展动态，

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 IPO 审核人员的交流，等等，以不断完

善审核方法。 

4.重视公开透明，保持与市场充分沟通 

一是要将审核意见、发行人答复（或是单独的答复函件

或是更新招股说明书的形式）及时在网站公开，供投资者与

公众参阅，保证审核过程的公开性；二是要成立听证委员会，

对于科创板审核人员提出且发行不认可的问题或者结果，发

行人可通过向听证委员会申诉的方式与审核人员进行沟通，

以尽可能保证审核结果的公平公正；三是成立行业专家委员

会，审核过程应积极倾听行业专家对科创企业主营业务的评

价，从而提高审核的专业化水平。 

5.改革定价配售制度，提高市场化程度 

未来，上交所应只负责新股的发行上市审核环节，把定

价配售等事宜交与市场，不断改善我国股票市场的定价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整体的市场化程度。一是要逐渐放开定价限制，

把定价权交给发行人与投资者。初期可以先逐步扩大 IPO 定

价的窗口指导范围，提高新股定价倍数上限，并逐步过渡到

完全将定价权交与市场，从而维护发行人权益，解决上市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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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股价暴涨的问题。二是要实施自主配售，提高 IPO 新股定

价效率。增加网下发行比例，发行人与承销商向网下投资者

询价后定价，扩大可询价的新股数量，使新股价格反映投资

者需求。三是要对配售对象范围做出严格规定，尽可能地避

免发行人、承销商与一级市场投资者之间潜在的利益输送行

为；加大对承销商自主配售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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