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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自主配售是累计投标询价制（Book Building）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境外资本市场在新股配售时最常用的配售方式。即将

到来的科创板也将实施累计投标询价制，投资者与监管层等各

相关方对其优缺点特别是潜在风险应有充分的预期。在这样的

背景下，本文介绍了自主配售的基本过程及存在的现实动机，

重点研究了其中的利益输送问题，总结了美国与香港地区的监

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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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配售是指在配售股票过程中，由主承销商按照一定的

标准自主选择投资者并确定投资者获配数量，主要用于向机构

投资者的配售，这是询价制不同与其他 IPO 定价配售制度的重

要特征。从配售结果来看，不同机构投资者的获配比例差异较

大。承销商在配售对象及配售数量方面的自主选择权为自身的

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尽管有这样的弊端，但由于询价制

十分有利于提高 IPO 定价效率的优点难以取代，因此，在境外

资本市场，询价及自主配售仍然被广泛应用。 

在美国，承销商在自主配售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分为五

种。一是 Spinning，是指承销商通过分配热销 IPOs 给已上市

或拟上市公司高管，以换取他们所在公司未来的投行业务，或

影响他们未来的新股定价决策；二是 Side-Payment/Quid Pro 

Quo，是指承销商通过分配热销 IPOs 给机构投资者以换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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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交易佣金；三是 Laddering，是指承销商以投资者在二级市

场购买 IPO 股票作为向其配售新股的条件，人为地创造对 IPO

股票的需求，降低营销成本和可能的后市价格支持成本；四是

Dumping Ground 做法，是指在新股发行不利的形势下，承销

商将大量新股配售给关联基金；五是 Nepotism 做法，是指承

销商会将热销 IPO 新股配售给关联基金，从而改善基金业绩并

在未来吸引到更多资金流入以赚取更多的管理费用。在我国，

配售过程中的利益输送形式与美国较为相似。不同的是，在

2013 年 12 月之前，A 股市场尚未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自主配售

制度，这衍生出一种新的利益输送形式——帮承销商赚取更多

的当期承销费；自 2013 年 12 月起的三个月里，利益输送的形

式直接体现为承销商帮关联方赚取巨额投资收益。 

自主配售的自身缺陷与询价制的巨大优点犹如硬币的两

面，无法分割，因此，在累计投标询价制盛行的美国、香港地

区等市场，监管机构均对新股的配售对象及相应的配售规模做

出了明确限制，以在最大化询价制优点的同时，最小化自主配

售带来的负面问题。但现实中，利益输送问题仍然时有发生，

监管机构对相关承销商及个人做出了暂停业务及罚款等处罚。 

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

中的相关规定已经对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风险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预防。借鉴境外市场中自主配售的运行及监管经验，在未

来科创板建设并试点注册制的过程中，本文还建议，一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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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新股配售对象的资金来源。具体是指，第一，禁止承销商

向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资金就 IPO 新股进行询价及配售，并进

一步明确承销商关联方涵盖范围、禁止向各关联方进行配售。

第二，交易所应要求网下投资者（不含社保基金、养老金、企

业年金基金）就资金来源提供书面声明，并禁止向承销商及关

联方、发行人及关联方、承销商潜在客户等的资金占比较大的

网下投资者（不含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配售新

股。二是要加强对违规配售的处罚力度。对违规配售的承销商

可以处以数倍于承销费的罚款，并暂停承销业务，必要时可追

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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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配售中的利益输送问题研究及启示1 

 

一、引言 

自主配售是累计投标询价制（Book Building）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境外资本市场在新股配售时最常用的配售方式。

在通过询价方式得到了投资者的申购量及申购价格等需求

信息以后，承销商有一定的自主权决定要向哪些投资者配售

新股。询价有利于获得投资者的需求信息，提高新股定价效

率，最大限度地避免新股上市后暴涨或暴跌情形的发生，自

主配售则将新股配售给那些具有真实需求的机构投资者，同

时，也有利于维持承销商与机构投资者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是资本市场保持高效运行的重要一环。 

即将到来的科创板也将实施自主配售制度。对于 A 股市

场，尽管自主配售并不是新鲜事物，但也是久未使用，投资

者与监管层等各相关方对其优缺点特别是潜在风险应有充

分的预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介绍了自主配售的基本过

程及存在的现实动机，重点研究了其中的利益输送问题，总

结了美国与香港地区的监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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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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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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配售简介 

（一）基本过程 

自主配售是指在配售股票过程中，由主承销商按照一定

的标准自主选择投资者并确定投资者获配数量，主要用于向

机构投资者的配售。 

自主配售是累计投标询价制（BookBuilding）2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询价制与其他 IPO定价配售制度的核心区别之一。

累计投标询价制使得承销商与发行公司在发行前能够最大

程度地有效搜集投资者的需求信息，而自主配售则赋予了承

销商进行定价、选择配售对象和配售数量的权力。可以说，

配售是用来“奖励”那些披露真实需求信息的机构投资者的

一种方式。 

实践中，自主配售环节是在管理层路演结束后进行。主

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期间收到的全部订单3，和发行人协商确

定最终价格，同时重点考虑优质基金的报价以及后市稳定的

需要，发行人通常会在筹资额、优质基金的申购比例以及超

额申购倍数之间做出取舍。这一取舍过程也就是自主配售4。 

                                                             
2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定价机制主要有：累计投标询价机制、固定价格公开发行机制、拍卖机

制、混合机制。各种定价机制差别很大，实际上很多国家都同时使用多种定价机制。 

3
 订单通常包括报价者信息、新股需求数量、日期、需求修改信息等信息，有时机构投资者

会报出价格接受范围。 

4
 累计投标询价制度的一般操作流程可分为三步，一是簿记建档准备阶段，承销团成员分析

师与机构投资者见面，获取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估值的意见，反馈给公司，协助发行人准确设

定价格区间；二是簿记建档及管理层路演，主承销商安排公司管理层与机构投资者见面，使



-8- 

成熟资本市场自主配售原则主要有三条，一是要最大限

度地向主要长期高质量投资者配售，以减少股价的波动性；

二是要加强股东群体的平衡，以使投资者群体尽可能更加广

泛，这些投资者通常包括对冲基金、地区性基金、企业投资

者、高净值投资者；三是要确保配售数额不会太少以至于投

资者宁愿在后市阶段卖掉而不愿意持有更久投资更多。 

以国外的实践经验来看，机构投资者在配售前的报价方

式分为三种，分别是 Strike Bid，Limit Bid 和 Step Bid。在

Strike Bid 下，机构投资者只报出自己申购的新股数量或总金

额，无论最终新股定价多少都可以接受；在 Limit Bid 下，机

构投资者会报出自己能接受的定价和新股数量的最大值；在

Step Bid 下，机构投资者会报出不同申购数量的可接受价格。 

在表 1 的第一笔报单中，路演国家是英国，名为 aaa 的

机构投资者的报价方式是 Strike Bid，申购金额为一百万英镑。

在第四笔报单中，路演国家是瑞典，名为 ddd 的机构投资者

的报价方式是 Strike Bid，但两次修改需求信息，申购金额分

别是 100 万、60 万和 10 万马克。在第五笔报单中，名为 eee

的机构投资者的报价方式是 Step Bid，在 69 元及以下的价格

下，申购 10000 股，在 75 元以下、69 元以上的区间内，申

购 5000 股。在第七笔报单中，名为 ggg 的机构投资者的报
                                                                                                                                                                               

投资者能进一步了解公司，投资者可正式下单，主承销商开始正式簿记，并对所收到的订单

做出及时汇总以及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三是定价配售。——《新股发行体制的海内外对比

研究》，国泰君安研究所，201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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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方式是 Limit Bid，申购两万股，最高可接受价格为 72 元。 

配售结果如表 1 中最后两列所示，机构投资者 aaa 没有

获得新股；以 Strike Bid 方式报价的机构投资者 ccc 获得

12000 股，占原申购计划的 41%；以 Step Bid 方式报价的机

构投资者 eee 以不超过 75 元的价格获得 5000 股，获配比为

60%；以 Limit Bid 方式报价的机构投资者 ggg 获得 12200 股，

获配比为 61%。 

表 1  自主配售报价方式简介 

 
资料来源：Cornelli and Goldreich, Bookbuilding and Strategic Alloc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2001 

从配售结果来看，不同机构投资者的获配比例差异较大，

这一差异反映出了主承销商的主要考虑因素，比如，机构投

资者的长短期投资偏好、主承销商与机构投资者的长期合作

关系等。然而，这些决定因素看起来并不十分客观，很大程

度上是由主承销商“自己说了算”。自主配售过程中主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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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权力较大、权力使用界限较为模糊等特点常常被市场所

诟病。 

（二）现实动机 

自主配售的弊端显而易见，然而，在境外资本市场中，

自主配售仍然被广为使用，这主要是因为，自主配售前一个

环节询价部分的优点也是难以取代的。自主配售的自身缺陷

与询价制的巨大优点犹如硬币的两面，无法分割。 

询价制的突出优点在于有利于提高 IPO新股的定价效率。

在询价环节，承销商可以得到机构投资者申购的数量和价格

等需求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最大程度地反映进新股发行价格

中去，从而提高定价效率。这一方式形成的发行价格既不会

大幅高于新股应有的公允价格，也不会大幅低于新股应有的

公允价格，因此，上市后短期内的二级市场价格不会跌破发

行价或者“暴涨”。这一价格与新股的内在价值较为一致，

从而有效地提高了 IPO 新股的定价效率。自主配售则是将新

股配售给具有真实需求并真实披露需求信息的机构投资者，

这也会激励着机构投资者在未来的询价中继续披露真实的

需求信息。 

询价制有利于提高定价效率这一观点已得到大量学术

文献的支持。Benveniste 等人（1989
5和 1990

6）及 Hanley（1993）

                                                             
5
 Benveniste, L.M. and Spindt, P.A., How Investment Bankers Determine the Offer Price and 

Allocation of New Issu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9, 24(2), 343-361. 

6
 Benveniste, L.M. and Wilhelm, W.J.,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PO proceeds under 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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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等众多文献均发现，承销商和机构投资者实际上可以形成一

种长期的潜在合作关系，承销商以短期内的、相对小的抑价

（underpricing）鼓励机构投资者在未来长期内为其提供准确

的市场需求信息，所以从长期来看这种合作关系可以提高

IPO 定价效率，降低新股发行的抑价水平。Sherman（2000
8和

2005
9）指出，相对于其他 IPO 配售机制，询价制的最大优点

就是赋予承销商自主配售权，这有助于承销商培育一群长期

投资者，提高 IPO 发行的成功率，因此询价制在全世界的应

用范围越来越广。 

实践中，在确定发行价时，承销商需要一些定价技巧。

承销商可以根据机构投资者订单中的需求信息得到一条需

求曲线，而新股供给量是固定的，承销商通常会在需求量大

于供给量的前提下，选择需求量急剧下降所对应的价格作为

新股发行价格，相当于是根据供需相等时均衡价格的“某个

折扣”确定最终的发行价。由于新股需求量大于供给量，这

必然造成新股上市当日收盘价的上涨，即一定程度的“IPO

溢价”现象。如此定价，可营造出一种股票“稀缺”的印象，

保留一些后市上涨空间，同时，也不至于使新股价格涨得高
                                                                                                                                                                               
regulatory enviro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0, 28(1-2), 173-207. 

7
 Hanley, K.M., The underpricing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and the partial adjustment 

phenomen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3, 34(2), 231-250. 

8
 Sherman A. E., IPOs and long term relationships: an advantage of bookbuilding.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0, 12(3), 697-714. 

9
 Sherman A. E., Global trends in IPO methods: Book building versus auctions with endogenous 

ent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8, 34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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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离谱。 

询价制显著地降低了 IPO 上市首日“溢价”幅度。由于

这一方式在欧美普遍使用，因此，欧美各国的 IPO 上市首日

的溢价程度普遍较低。在欧洲，除了希腊的 IPO 首日收益率

达到 51%之外，其他国家均不超过30%。在欧洲以外的国家，

美国的 IPO 首日收益率为 17%，在以固定价格发行新股的沙

特及约旦，IPO 首日收益率分别达到了 240%和 149%。中国

的 IPO 首日收益率则为 158%，仅次于沙特。 

图 1  欧洲主要国家 IPO 上市首日涨跌幅平均值

 
注：图中各国样本量和样本期并不统一，如奥地利的 IPO 数量为 106 家，时间为 1971 年至

2018 年；比利时的 IPO 数量为 154 家，时间为 1984 年至 2017 年。由于样本量较大，这并

不影响结论的有效性。 

数据来源： J.R.Ritter 个人主页，University of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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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其他主要国家 IPO 上市首日涨跌幅平均值 

 
注：图中各国样本量和样本期并不统一，如中国的 IPO 数量为 3554 家，时间为 1990 年至

2017 年；美国的 IPO 数量为 13134 家，时间为 1960 年至 2018 年。由于样本量较大，这并

不影响结论的有效性。 

数据来源： J.R.Ritter 个人主页，University of Florida 

三、潜在风险——利益输送 

（一）主要形式 

自主配售的主要缺点在于存在利益输送风险。在自主配

售下，承销商拥有向申购新股的投资者配售股票的权力，其

配售原则并不一定是使发行人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承销商也

可以利用这一权力为自身谋利，比如要求机构投资者支付高

佣金，或者在要求机构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买入新股，以此

换取分配更多的新股。有些基于“软美元（Soft Dollar)”的

潜在交易更是难以被公众发现。但是，这些问题却切实伤害

了发行人及投资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本市场的

整体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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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的互联网热潮开始兴

起，IPO 公司数量大量增加，上市后股价大涨，承销商不再

满足于仅仅赚取当期承销费。承销商在自主配售中的各种机

会主义行为体现地淋漓尽致 10，具体可分为五种。一是

Spinning，是指承销商通过分配热销 IPOs 给已上市或拟上市

公司高管，以换取他们所在公司未来的投行业务，或影响他

们未来的新股定价决策11。二是 Side-Payment/Quid Pro Quo，

是指承销商通过分配热销 IPOs 给机构投资者以换取高额交

易佣金12。三是 Laddering，是指承销商以投资者在二级市场

购买 IPO 股份作为向其配售股票的条件，人为地创造对 IPO

股票的需求，降低营销成本和可能的后市价格支持成本13。

四是 Dumping Ground 做法14，是指在新股发行不利的形势下，

承 销 商 会 将 大 量 新 股 配 售 给 关 联 基 金 （ Investment 

Bank-Affiliated Funds），即所谓的“托”，这种行为实际上是

将基金的利益输送给承销商。现实中，承销商也会将真实需

                                                             
10

 近年来，由于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规则的日趋严厉，这些利益输送行为已经大幅收

敛，但并未完全消失。 

11
 Liu X., J. R. Ritte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PO Spinning.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5):2024-2059. 

12
 Reuter J. Are IPO Allocations for Sales? Evidence from Mutual Funds.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 (5):2289-2324. 

13
 Hao Qing., Laddering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85(1) :102-122. 

14
 Hao Q., Yan X., The Performance of Investment Bank Affiliated Mutual Funds: Conflicts of 

Interest or Informational Advantag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2012,47(3) :53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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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大的 IPO 新股配售给非关联基金，作为利益交换，承销

商会在未来将热销 IPO 新股配售给这些非关联基金。五是

Nepotism 做法，是指承销商会将热销 IPO 新股配售给关联基

金15，从而改善基金业绩并在未来吸引到更多资金流入以赚

取更多的管理费用。这些利益输送做法为承销商带来的利益

主要体现在赚取未来的投行业务收入、未来的经纪业务收入、

降低相关支出、避免发行失败从而不要影响承销商的声誉、

改善集团整体业绩。这些机会主义行为的现实动机还是承销

商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逐。这一观点已从不同角度得到大量

学术文献的验证。 

在我国，配售引起的利益输送也一直发生，无论是否实

施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主配售。2005，证监会首次正式引入询

价制16，但这一机制并未赋予承销商自主配售权。2013 年 11

月，证监会出台一系列关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文件，首次

赋予承销商自主配售权17。回顾过去多年的实践经验，我国
                                                             
15

 在美国，摩根斯坦利、花旗、高盛等众多金融集团既有投行业务，也有资产管理业务。

——Ritter J., Zhang D., Affiliated Mutual Funds and the Allocation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6(2) :337-368. 

16
 2004 年 12 月 7 日，证监会发布《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试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及配套文件《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18 号——对首次发行公开询价对象条件和行为的

监管要求》，开始正式推行询价制度，股票发行价格不再经过证监会审批，询价机制的大框

架延续至今。而在方案正式出台前，IPO 被暂停（2004 年 8 月 26 日-2005 年 1 月 23 日）。

——《这些年，我们见过的 IPO 新股发行方式》，公众号“冷看世界乐待人生”，2019 年 2 月。 

17
 2013 年 11 月 30 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等规定——

《这些年，我们见过的 IPO 新股发行方式》，公众号“冷看世界乐待人生”，201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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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商在配售过程中的自利行为与美国也较为相似。比如，

孙淑伟等18发现，基金公司支付给保荐机构的佣金越多，其

获得配售的概率越高，支付高额佣金的基金公司会通过提高

报价和申购数量的方式，从承销商那里获知价格区间等策略

提高新股获配概率，特别是高抑价的 IPO。换言之，基金会

将 IPO 新股上市后“暴涨”的部分投资收益以交易佣金的形

式回馈给承销商，即存在 Side-Payment/Quid Pro Quo 现象。 

与美国有所不同的是，在 2013 年 12 月之前，由于 A 股

市场实施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询价-自主配售”制度，这衍

生出一种新的利益输送形式——基金帮承销商赚取更多的

当期承销费。当时的配售制度19针对美国 IPO 配售中潜在的

利益输送漏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防，改为按申购比例或摇

号配售，但这并未完全切断承销商与基金之间的利益输送关

系。在当时的发行承销制度下，承销商仍有一定的定价权和

配售权。在询价环节，基金的高报价可以使得承销商有依据

定出较高的发行价，当发行价格超过了发行人的预定价格，

承销商可以收取额外的承销费。在按比例或摇号的配售制度

下，IPO 申购量决定了基金最终获配量，承销商可以将其了

                                                             
18

 孙淑伟、肖土盛、付宇翔、陈信元，IPO 配售中的利益联盟——基于基金公司与保荐机构

的证据，《财经研究》，2015(5) :90- 101. 

19
 2005 年新股发行承销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1）通过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的方式确定 IPO 发

行价格；（2）按申购数量的比例向询价对象配售股票（2010 年 10 月改为随机摇号）；（3）

规定了网下机构投资者的申购上限；（4）申购不足时须中止发行；（5）网下配售股份实施 3

个月的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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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的 IPO 信息告知相关基金，通知相关基金多申购或少申

购，从而相应地使相关基金多获配或少获配。因此，基金公

司可以通过高报价来帮助承销商实现高发行价格和高承销

费用。由于基金公司无需以高报的价格购买新股申购总量，

提供高报价对基金公司来说代价并不高。比如，涪陵榨菜

（002507）的询价过程中有 86 家基金公司参加，最高报价

比最终发行价格高出 35.7%。在随机摇号配售之后，提供最

高报价的基金公司并没有真正购买报价过高的股票。即使这

些基金公司有配售机会，他们支付的价格也是按照发行价格

而非报价。Luo 等人20发现，与承销商关系密切的基金公司

更有可能参与询价，并在询价过程中报高价，帮助承销商提

高 IPO 发行价格和赚取更多的承销费；这种行为在经营业绩

较差的 IPO 企业中更为显著，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更需要承销

商发挥“关系”的作用，才能提高发行价格。这种做法反而

降低了询价机制的定价效率，与询价制的初衷背道而驰。 

在 2013 年 12 月承销商可以实施自主配售之后，利益输

送行为变得“明目张胆”，直接体现为承销商帮关联方谋取

巨额投资收益。比如，在 2014 年 1 月 21 日 IPO 上市的我武

生物（300357）一例中，其主承销商为上海证券与日本大和

证券合资成立的海际大和证券公司，在其 IPO 网下配售过程

                                                             
20

 Luo W., Yue H., Zhang L., Friends can help: Th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s in the Chinese 

Book-Building Process. Working Pap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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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均获配比例为 6.64％，但在报价同样有效的情况下，

不同机构或个人获配比例悬殊，社保、公募基金的获配比例

只有 3.4%，而自然人柳海彬、宁波阿尔法投资公司等获配的

比例为 50%；国联安旗下一专户投资组合获配比例为 100%。

有报道称21，宁波阿尔法投资的合伙人之一是上海证券，而

上海证券正是海际大和的股东之一；此外，国联安专户组合

的管理人与主承销商海际大和的总经理均在闽发证券工作

过。这都被外界认为是妥妥的“关系户”。我武生物在上市

之后的 4 个交易日内涨幅达到 94%（含上市首日收益率 45%），

获得新股配售的投资者的收益不菲。 

“我武生物”配售事件后，自主配售制度被很快叫停。

在当时那样一个新股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里，给予承销商自

主配售权不仅无助于新股合理定价，更是让承销商偏离了应

有的客观公正的位置，自主配售制度成为承销商与一级市场

投资者之间利益输送的催化剂。2013 年 12 月推出的改革措

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市场乱象，仅实行了 3 个月即被终止。 

（二）境外主要资本市场的监管规定 

利益输送风险是自主配售的自身缺陷，仅凭新股发行过

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自觉性远不足以抑制这种机会主义行

为。“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建立健全外部法规，引导

规范配售过程更为重要。在美国、香港地区等市场，完善的

                                                             
21

 《我武生物陷“熟人配售”争议》，网易财经，2014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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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规则和严厉的处罚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这

种行为。 

1.美国市场 

（1）规则内容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在规则 5130 和 5131
22中对

承销商的配售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以尽可能的避免自主配

售过程中的利益输送现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承销商通常不得获得配售。任何经纪商或承销商均

不得获得新股配售，经纪商或承销商拥有实际权益的任何账

户也不得获得新股配售，承销商还应如实声明这些账户在过

去 12 个月中是否符合这些规定。不过，FINRA 规则也规定

了十项重要豁免，包括出售给“受限人士（Restricted Person）”

实际权益（Beneficial Interest）不超过该账户总额 10%的账户，

等等。 

二是承销商内部人士通常不得获得配售。FINRA 还给出

了“受限人士”的定义范围，经纪商或承销商同一集团内的

合伙人、员工、高管、董事和大股东及公司等均为“受限人

士”，无论经纪商或承销商参与 IPO 申购与否，除非在规则

许可的情况下，否则他们均不能获得 IPO 新股配售。 

三是牵头经纪商或分销商附属公司管理的全权账户可

                                                             
22

 根据业界动态变化，规则内容在不断修订完善。规则 5130 和 5131 的最近修订时间是 2009

年 8 月 17 日和 2014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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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配售。FINRA 规则对此没有禁止，但如果对承销商的全

权账户分配超过 IPO 发行规模的 5%，要求进行相关信息披

露。 

四是承销商可包销申购不足的新股。对于未能向公众售

出的公开发售部分，规则 5130 明确允许承销商根据相关承

销协议向其投资账户分配该部分证券。 

五是发行人的原股东可获得配售，员工不受限，但不得

向关联人定向配售。对发行人的原股东没有明确禁止，对于

大股东（持股 5%或以上，或者配售后达到 5%及以上）的配

售，需进行相关信息披露。但是，禁止分配给第三方公司高

管作为利益交换，同时，对发行人除高管以外的员工没有任

何限制，无论是现在的员工还是过去的员工。但发行人不得

向关联人定向配售。 

六是对“代持人”的配售进行审查。FINRA 规则对此无

具体规定，但通常会审查代持安排，重点是获得分配的最终

受益人。 

（2）案例分析 

2004 年，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的前身——全美

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对美国投资银行 Piper Jaffray 的违

规配售进行了处罚。1999 年至 2001 年期间，Piper Jaffray 向

上市公司的 22 名高管配售热门 IPO 股票，除了购买热门 IPO

股票，没有任何一位高管与 Piper Jaffray 有任何个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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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位高管都是 Piper Jaffray 现有或潜在投行客户的核

心高管或核心高管的配偶并具有影响力。对此，NASD 对

Piper Jaffray 进行公开谴责并处以 240 万美元罚款。 

2010 年，FINRA 对投资银行家 Chuck A. Roberts 的违规

配售进行了处罚。自 2005 年 3 月起，Roberts 成为 FINRA 成

员公司摩根士丹利美邦23的注册代表。也是在 2005 年 3 月，

Roberts 的岳母通过 Roberts 在摩根士丹利开设了多个新账户， 

但 Roberts 没有向摩根士丹利披露这种关系，因此账号没有

附加任何的身份识别记号，直至 2006 年 9 月关系被曝光。

Roberts 的岳母在 45 只 IPO 中获得股票配售并购买股票，此

后出售股票最终总计获利 15700 美元。Roberts 的这一做法违

反了 NASD 规则 2790 条款。对此，FINRA 对 Roberts 予以

公开谴责，禁止其从业 4 周并就此及其它违法行为罚款 4 万

美元。 

2.香港地区 

（1）规则内容 

香港联合交易所在《主板上市规则》附录六中对港股的

配售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在许多情况下，承销商必须向港

交所上市科申请是否可以配售给某些主体，而港交所的回复

倾向于给出保守的答复。《主板上市规则》对配售的监管规

                                                             
23

 成立于 2009 年 1 月，是由摩根士丹利的财富管理部门与花旗的美邦（Smith Barney）经

纪部门合并而成，其中，摩根士丹利控股 51%，花旗集团控股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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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承销商不可获得配售。在正常情况下，牵头经纪商

（the lead broker）及任何分销商（distributors）均不得为其

本身保留任何重大数额的配售证券。但是，在实践中，承销

商可向联交所申请豁免。不过，对于牵头经纪商或分销商存

在利益关系的账户，港交所一直持保守态度。 

二是承销商内部人士及附属资产管理公司不得获得配

售。未经联交所书面同意，不得分配给 IPO 牵头经纪商或分

销商的“关联客户”。承销商的附属资产管理公司被视为其

“关联客户”，也不得获得配售。 

三是承销商可包销申购不足的新股。配售指引没有明确

规定。实际上，港交所原则上会有条件地允许承销商申购。 

四是发行人的“关联方”不可获得配售，员工的配售规

模受限24。港交所禁止配售给董事或大股东，因为他们属于

发行人的“关联方”。港交所未对高管有具体规定，但实践

中律师认为港交所通常对其与董事同等对待。对于大股东以

外的原股东，未经港交所书面同意，也不可获得配售25。但

发行人可将不超过配售总额 10%的证券，售予发行人的雇员

或前雇员。 

                                                             
24

 港交所上市规则对发行人的定向配售无明确规定。 

25
 除非(i)对他们的分配没有任何的优先待遇以及(ii)符合公众持股量要求。实际上，所有此

类分配的提议均须提交港交所，而港交所对此持保守态度。对于某几宗 A 股上市公司的 H

股 IPO，港交所曾允许向持有发行主体已发行股份低于 2%的原股东分配 H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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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代持人”不可获得配售，除非披露最终受益人姓

名。未经港交所书面同意，不得对“代持人”配售新股，除

非披露最终受益人。通常的做法是，经纪商获得来自每个账

户的声明书，包括账户并非未公开投资者的代持人等事项。 

（2）案例分析 

2014 年，香港证监会曾对香港工银国际证券的违规配售

做出了处罚。2009 年，宝龙地产（1238.HK）在港交所上市，

工银国际融资是联席保荐人兼联席账簿管理人之一，工银国

际证券是联席主承销商之一。在配售过程中，宝龙地产将部

分配售对象介绍给工银国际融资，再由工银国际融资将配售

对象介绍给工银国际证券，以开设申购宝龙股份的账户。最

初，股票申购不足，存在发行上市失败的可能，工银国际融

资应宝龙地产的要求向配售对象提供保证金融资，以增加其

账户的申购数量，从而避免上市失败，其后，配售对象的申

购数量突然增加多达十倍，工银国际融资向配售对象分配了

相当数量的新股。 

香港证监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工银国际融资和工银国际

证券未询问确认配售对象和宝龙地产之间的关系，对配售对

象缺乏独立性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并通过提供保证金融资的

方式促成上市；部分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市值远超其申报的

资产净值；特别是在向港交所呈交《销售声明》之前，工银

国际证券未能确保所有独立性确认书均来自配售对象。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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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违规行为，香港证监会分别对工银国际融资和工银国际证

券进行公开谴责以及各罚款 1250 万港币。 

四、总结与建议 

（一）总结 

自主配售是指在配售股票过程中，由主承销商按照一定

的标准自主选择投资者并确定投资者获配数量，主要用于向

机构投资者的配售，这是询价制不同与其他 IPO 定价配售制

度的重要特征。从配售结果来看，不同机构投资者的获配比

例差异较大。承销商在配售对象及配售数量方面的自主选择

权为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尽管有这样的弊端，

但由于询价制十分有利于提高 IPO定价效率的优点难以取代，

因此，在境外资本市场，询价及自主配售仍然被广泛应用。 

在美国，承销商在自主配售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分为

五种。一是 Spinning，是指承销商通过分配热销 IPOs 给已上

市或拟上市公司高管，以换取他们所在公司未来的投行业务，

或影响他们未来的新股定价决策；二是 Side-Payment/Quid 

Pro Quo，是指承销商通过分配热销 IPOs 给机构投资者以换

取高额交易佣金；三是 Laddering，是指承销商以投资者在二

级市场购买 IPO 股票作为向其配售新股的条件，人为地创造

对 IPO 股票的需求，降低营销成本和可能的后市价格支持成

本；四是 Dumping Ground 做法，是指在新股发行不利的形

势下，承销商将大量新股配售给关联基金；五是 Nepotism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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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指承销商会将热销 IPO 新股配售给关联基金，从而改

善基金业绩并在未来吸引到更多资金流入以赚取更多的管

理费用。在我国，配售过程中的利益输送形式与美国较为相

似。不同的是，在 2013 年 12 月之前，A 股市场尚未实施真

正意义上的自主配售制度，这衍生出一种新的利益输送形式

——帮承销商赚取更多的当期承销费；自 2013 年 12 月起的

三个月里，利益输送的形式直接体现为承销商帮关联方赚取

巨额投资收益。 

自主配售的自身缺陷与询价制的巨大优点犹如硬币的

两面，无法分割，因此，在累计投标询价制盛行的美国、香

港地区等市场，监管机构均对新股的配售对象及相应的配售

规模做出了明确限制，以在最大化询价制优点的同时，最小

化自主配售带来的负面问题。但现实中，利益输送问题仍然

时有发生，监管机构对相关承销商及个人做出了暂停业务及

罚款等处罚。 

（二）建议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

中，配售对象仅限于专业机构投资者，并要求对同类投资者

进行同比例配售，等等。这些规定对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风

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防。 

借鉴境外市场中自主配售的运行及监管经验，在未来科

创板建设并试点注册制的过程中，还可对配售资金来源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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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监管等进行完善，本文建议， 

一是规范 IPO 新股配售对象的资金来源。 

第一，禁止承销商向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资金就 IPO 新

股进行询价及配售。目前，国内同时拥有银行、保险、信托

及券商等多张金融牌照的综合性金融集团数量不断增多（如

平安、广发等），而且，许多券商本身就是基金公司、资产

管理公司的股东甚至实际控制人26。此类金融集团下的各项

业务利益往来关系错综复杂且较为隐蔽，承销商将 IPO 新股

配售给此类关系户资金十分方便。若果真如此，必将引起非

常恶劣的影响。未来应明确规定，承销商不得向同一实际控

制人下的资金就 IPO 新股进行询价及配售。即使询价，投资

者报价也未必能反映自身的真实需求，反而会对最终发行价

的确定造成干扰。此外，还应进一步明确承销商关联方涵盖

范围并禁止向各关联方进行配售。 

第二，禁止向敏感客户资金占比较大的网下投资者（不

含社保基金、养老金和企业年金基金）进行配售。未来要提

高配售对象资金来源的信息披露要求，除了社保基金、养老

金和企业年金基金之外，其他网下投资者应向交易所提交书

面声明，如实说明资金来源是否含有承销商及关联方、发行

人及关联方、承销商潜在客户等的资金。如果这些关联方（无

                                                             
26

 例如，中信证券为华夏基金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 62.2%。在国内，券商参股基金公司

的这类情况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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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资金占到较大规模，如 20%以上，那

么交易所应禁止这一机构投资者获得配售，以避免承销商优

先给自己利益极大相关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二是要加强对违规配售的处罚力度。 

在美国，法律上的集体诉讼机制及承销商的声誉机制对

承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均形成了有效制衡。而在 A 股市场，

尚缺乏类似的市场约束机制。未来，作为资本市场的建设者

和引导者之一，证监会与上交所应肩负起引导市场规范运行

的重任。在科创板股票的配售过程中，对于严重违规配售的

承销商，唯有严惩不贷，才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对违规

配售的承销商可以处以数倍于承销费的罚款，并暂停承销业

务，必要时可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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