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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准备
1、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结构是怎样的？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目前主要由交易所市场（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新三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四板市场（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等构成，每个市场都各自扮演
1、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结构是怎样的？
着其重要角色。现有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能够基本满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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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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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交易所作为场内交易市场，与新三板市场和四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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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限制类、淘汰类的行业及国家专项宏观政策调控的行业；
（2）有些行业虽不受限制，但法律、政策对相关业务有
特别制约的也将受到限制，如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门票经营业务、
有保密要求导致不能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最低标准的业务等。
对于特殊行业，在审核实践中通常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2）募集资金用途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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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1）企业经营模式的规范性、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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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行业（或业务）将受到限制：

（3）所属行业技术标准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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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判断所属行业是否适合上市？
2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发行人

（4）所属行业监管制度的完备性；
（5）市场的接受程度；
（6）对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
推动作用；
（7）所属行业上市与公众利益的契合度。

的生产经营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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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上合适否是业行属所断判何如、2

2、如何判断所属行业是否适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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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市大致需要承担哪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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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左右，主要包含重组改制、尽职调查与辅导、申请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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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与申报、发行审核、路演询价与定价及发行与挂牌上市等

 9ŬȿƖɖ¦
ȃǴƨD˛企业从发
ŗƜ3 2
2阶段。随着新股发行常态化的推进，“2017
3Ɯŗ˛DƨǴȃ¦ɖƖȿŬ9
年，IPO

参照行业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一般在 50-100 万元之间，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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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需要 3 年以上的审核周期大幅缩短，直接融资效率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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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期性增强”（摘自中国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
间时长多要需致大市上、3

3、上市大致需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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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260 万
参照行业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一般在 100-350 万元之间，中位
数为 150 万
参照行业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一般在 10-40 万元之间，中位数
参照相关标准确定，按实际发生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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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市大致需要承担哪些费用？

数为 2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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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行业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一般在 200-400 万元之间，中位

参照行业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一般在 200-500 万元之间，中位

pub/newsite/zjhxwfb/xwdd/201711/t20171123_327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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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流程图如下：

市的总成本一般为融资金额的 6-12%，境外为 8-15%。
境内上市具体收费标准如下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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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实际发生的发行上市费用情况看，我国境内发行上

按所登记的股份面值收取，5 亿股（含）以下为 1‰，超过 5 亿
股的部分，费率为 0.1‰，金额超过 300 万以上部分免收。
上交所：对 2015 年 8 月 1 日到 2018 年 7 月 31 日上市，总股本
4 亿股（含）以下的上市公司，暂免其在此期间的上市初费；从
2016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暂免总股本 4 亿股（含）
以下的上市公司上市年费；
深交所：根据股本规模，中小板上市初费从 15 万至 35 万，上市
年费从 5 万到 15 万；创业板相应减半征收。

以上费用项目中，占主体部分的保荐费用、承销费用、会
计师费用、律师费用和评估费用可在股票发行溢价中扣除。另

Ğ
ɜͰ

外，如果地方政府为鼓励和支持企业改制上市提供相关资助的，
企业上市所需费用也会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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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市过程中可能涉及哪些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及人员，必须
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照本行业的业务标准和执业规范，对发

企业改制上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企业与相关机构共同
努力，主要涉及的机构如下：
（1）中介机构：主要包括保荐机构（有保荐业务资格的
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
保荐机构是最重要的中介机构，是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的
总设计师、各中介机构的总协调人、文件制作的总编撰。保荐

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2）证券监管机构：主要包括中国证监会、各地证监局。
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拟订在境内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规则、
实施细则，审核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并监管其
发行上市活动。

机构应当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对发

各地证监局是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主要承担对企业改

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督导发行人规

制上市辅导验收、依法查处辖区内监管范围的违法违规案件、

范运行，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进行核查，对发行人

办理证券期货信访事项、联合有关部门依法打击辖区非法证券

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是否符合法定发行条件做出专业判断，

期货活动等职责。

并确保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等信息披露资料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

06

行人的相关业务资料进行核查验证，确保所出具的相关专业文

（3）地方政府：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行政职能部门及当
地金融办。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协助企业完善财务管

在上市过程中，企业需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协调解决的问

理、会计核算和内控制度，就改制上市过程中的财务、税务问

题主要有：①股权形成的合法性认定；②各种无重大违法行为

题提供专业意见，协助申报材料制作，出具审计报告和验资报

的证明及认定；③土地相关审批、国有股划转的协调等。在证

告等。

监会审核时，省级人民政府还需对是否同意发行人发行股票出

律师事务所负责解决改制上市过程中的有关法律问题，协

具意见。地方政府一般通过当地金融办等机构对企业上市工作

助企业准备报批所需的各项法律文件，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进行归口管理，协调处理企业上市相关问题，推动企业顺利申

工作报告等。

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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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沪深证券交易所承担企业改制上市培育、组织董秘
与独董培训、上市后续监管等职责，在推动企业上市方面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

（4）保荐机构团队的专业水平、沟通协调能力、敬业精
神和道德素养；
（5）保荐机构对项目的重视程度；
公司应经常查阅中国证监会网站的保荐信用监管信息，并

6、如何选择中介机构？
企业一般需聘请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充分利用其他公开资料来对中介机构的优劣进行甄别。

7、IPO 与重组上市的主要区别？

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机构来完成改制上市相关工作，在选
择时需要关注的共同点包括：

企业除了可以通过 IPO 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现上市外，

（1）中介机构项目运作机制及重视程度；

还可以通过重组方式实现上市（市场上又称“借壳”）。需注

（2）项目组承做人员执业水平和勤勉尽责度；

意的是，创业板公司不能作为重组上市标的，金融创投类企业

（3）中介机构团队的沟通便利性和配合协调度；

目前不允许通过重组方式实现上市。

（4）中介机构人脉资源平台的深度与广度。
其他诸如业务排名、过往项目过会率及收费标准等也是考
虑因素。
保荐机构承担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进行核查的
职责，因此选择保荐机构尤为重要，需注意以下几点：
（1）保荐机构的经营稳健性和资产质量；

根据现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重组上市
在发行条件和审核要求上等同于 IPO。IPO 较重组上市优势在
于股权稀释比例较低、上市操作过程明确。重组上市较 IPO 优
势在于审核周期相对较短。另外，重组上市对重组方要求门槛
更高，重组方只有具备相当的盈利能力，才能取得上市公司控
制权。

（2）保荐机构的知名度、专业水平和行业经验；
（3）保荐机构的业务运作模式（大投行模式还是小团队
模式）；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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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有哪些主要程序？
企业改制设立股份公司需设立筹备小组，通常由董事长或
董事会秘书牵头，汇集公司生产、技术、财务等方面的部门负
责人，全权负责研究拟订改组方案、聘请改制有关中介机构、
召集中介机构协调会、提供中介机构所要求的各种文件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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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具体的程序流程图如下：

9、如何选择合适的上市主体、确立上市架构？
合适的上市主体应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规定的发行条件，主要包括主体资格、规范运行以及财务
与会计等方面的一系列规定。企业在选择上市主体、确立上市
架构时通常应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1）主体资格
实务中，公司实际控制人有时会经营多项业务，若各业务
主体互不相关，可分别独立上市。若各业务之间有较强相似或
相关性，根据整体上市的要求，企业一般需要对这些业务进行
重组整合。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人相
应项目 100% 的，发行人重组后运行一个会计年度后方可申请
发行。此外，在选择上市主体时，建议将历史沿革规范、股权
清晰、主业突出、资产优质、盈利能力强的公司确定为上市主体，
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上市架构。创业板要求上市主体应当经营一
种业务，而主板和中小板的发行人可以多主业经营。
（2）独立性
上市主体的选择应该有利于消除同业竞争、减少不必要的
关联交易，保持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独立，并在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已达到发行监管对公司独立性的基本要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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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性
上市主体应建立健全完善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

10、上市前能否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该如何设计
员工持股平台？

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上市主体最近三年不
得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企业通过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引入现代化管理手段，

员符合相应的任职要求。上市主体产权关系清晰，不存在法律

使企业实现长期健康发展，股权激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手

障碍，在重组中应剥离非经营资产和不良资产，明确进入股份

段。企业可以在股改时根据需要，统筹安排员工股权激励。股

公司与未进入股份公司资产的产权关系，使得股份公司资产结

权激励的对象范围主要有管理层及业务技术骨干、员工三种。

构、股权结构规范合理。

通过股权激励，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联系到一起，形成利

（4）财务要求

益共同体。

上市主体的选择应使其经营业绩具有连续性和持续盈利能

拟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一般有自然人直接持股、通过

力，内控规范健全，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股、通过合伙企业持股等三种安排方

操纵利润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并且符合财务方面的

式，不同方式各有需注意的不同法律问题。

发行条件。

（1）自然人直接持股
自然人直接持股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模式之一，员工以本人
的名义、通过拟上市主体增资扩股、或者受让原股东股权的方
式直接持有拟上市主体的股份或股权。需注意的是，拟上市主
体在有限公司阶段，其股东人数合计不得超过 50 人；在股份有
限公司阶段，其股东人数合计不得超过 200 人。
（2）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股
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来安排员工间接持股的模式也较为
普遍。通常做法是员工出资设立一个有限公司，通过受让原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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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股权或对拟上市主体增资扩股，使该公司成为拟上市主体的

11、外商投资企业改制上市需注意哪些问题？

股东。在这种模式下，通过持股公司转让限售股，所有股东需
同步转让股权。该持股公司可以通过在公司章程中作出特殊规

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上市，主要适用的法规包括《公司法》、

定，更方便地限制和管理员工股权变动、扩大或减少员工持股

《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关于

比例，而不影响拟上市主体的股权结构。若拟上市主体为中外

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上

合资企业，这种方式还可以规避中国自然人不能直接成为中外

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以及《外商投资

合资经营企业股东的限制。此外，核心员工通过持股公司间接

产业指导目录》等。总体来说，在外商投资企业本身规范运作

持股的，拟上市主体的股东人数需要穿透计算，股东人数不能

并符合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其境内上市目前不存在法律和政策

超过 200 人。

障碍。外商投资企业在改制及 IPO 过程中，需关注以下问题：

（3）合伙企业持股

（1）有限公司阶段，外商投资企业的日常经营及重大变

拟上市企业也可以安排员工通过新设合伙企业进行持股。

更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

合伙企业做股东可以避免双重征税，但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合

资企业法》及其配套实施细则、条例，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投

伙企业方式，也不能规避上市主体股东 200 人的人数限制，而

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等法规；公司在历史沿革中的重大

且通过合伙企业转让限售股，所有合伙人只能同步转让股权。

变更，均需由当地外商投资企业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企业需

实践中，拟上市企业针对不同员工的作用和特点，可以实

注意在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对报告期内

行自然人直接持股和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股并存的模

主营业务保持一致性要求的同时，其在境内具体从事的行业领

式，统筹考虑和安排。

域不得与产业目录中的限制、禁止类规定冲突；如企业历史上
曾为内资性质，后由于境外投资者的入股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则在转变过程中，还需严格按照《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
境内企业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由于早期外资企业享受“两
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因此存在较多实际控制人通过返程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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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形式设立外资企业的案例，该等企业上市过程中，需要关

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外商投资企业上

注其股东是否依照国家外汇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国家

市发行股票，除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

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

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①申请上市前三年均已通过外商联合

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14]37 号）履行外汇

年检；②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要求；③上市后外资比例不低

登记手续，并关注企业及股东在出资、分红等过程中报汇、缴

于 10%；④按规定应由中方控股的企业上市后仍然需保持中方

税的合法合规性。

控股地位等。

（2）改制阶段，1995 年外经贸部发布的《关于设立外商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由于内容与新公司
法有较大差别而被后续出台的相关文件做出了部分修订。结合
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关于改制前外商投资有限公司应连
续 3 年盈利的要求，该规定在实践中已有很多突破案例。首先，
部分外商是通过并购内资企业的方式取得股权，这类外商投资
企业的前身是内资企业，在其转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时间不足 3
年的情况之下，能否追溯计算其前身的内资企业的盈利记录，
尚未有具体规定。其次，商务部于 2014 年 6 月出具的《关于中
外合资经营等类型企业转变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
的函》（商办资函 [2014]516 号）明确提出，审批机关无需再要
求企业应有最近连续 3 年的盈利记录。据此，不符合 3 年连续
盈利的外商投资企业改制时，应当先与当地商务主管部门进行
充分沟通。
（3）申报上市阶段，需关注《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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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改制过程中资产业务重组应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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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应而实施的市场行为。从资本市场角度看，发行人在
发行上市前，对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与发行人相同、类似或
者相关的业务进行重组整合，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
联交易、优化公司治理、确保规范运作，对于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具有
积极作用。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发
行人最近 3 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适用意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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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市前是否需要引进私募投资机构？
lDîfȆƾ˅̨Ľ͜Ɛ¤õɊ¸Ǘē>Ş¾ǢúǮƆˣų̵ɲÎƪ̚ǵǽ4w̴ŧ@
ǢƆĢǹh1

ų̵ɲÎƪ̚ǵǽɖ̾ſÐƶ̩˱Ķ͎ʿkāğåǘɖʿk4ɜ¾Ļ̌IfğåǘʿK
L(
ų̵ɲÎƪ̚ǵǽɖ}ɍLˣǮf?=HǙͮ8
2 3Îͨ;ļǓ͎ɖ̚͏4˪£lDɖ̚͏ͪȞ9
2 3ŇVʿǷŬͨI'ʿǷʥǽ@ŒõɊɖlD4îfoÑʿǷʥǽ4ǅóȤ
Ɋȝť9
2 3ɲÎƪ̚ǵǽîfē@öǙͮKlDšǺ@öɺŬɖğǯÅ4į8[Dƪ̚

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3 号》的要求，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对

ʸîʦlDɖÞǸǖŪ'[ă͒ąʉǙͮšǺ¹9̑Åƪ̚ʸîŇlDɖ̚ǳ̱}ǮƜ

同一公司控制权人下相同、类似或相关业务进行重组的，应关

ŢÈ(

注重组对发行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的影响情况。
发行人应根据影响情况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lDįǿ£ļų̵ɲÎƪ̚ǵǽ4Ů˳ȧƓf?=ȼ8
2 3įǿƜų̵ɖǢlDƜġ˛D>?ȵɖ[Dƪ̚ʸ4CƷʿș̟̰4ŧA
óǮZǠ˛K4µͪŇʼZǠ̵˛ȅȂŧ¯Ʈͫ9
2 3įǿų̵ɖǢ̑Åƪ̚ʸ4lDŪŇ˅̨ǮõɊļxAu4͆ʌʵŇ̛×˳9
2 3ŇƳų̵ɖɲÎƪ̚ǵǽͪõɊľƕɖ̌Ȃ4͆ˡīħNˬƜ̹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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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市前是否需要引进私募投资机构？

14、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成股份有限公司时，净
资产折股如何纳税？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判断在上市前是否有必要
引进私募投资机构，但这并不是必备条件。
引进私募投资机构的途径包括转让存量股份和增发新的股
份，目前实践中以增发新股为主。

的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按以下不同情
况区别纳税：

引进私募投资机构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个人所得税问题

（1）募集一定数量的资金，解决企业的资金需求；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

（2）对于股权高度集中、股权结构不尽合理的企业，可
以优化股权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第 198 号）规定，
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

（3）私募投资机构可以在不同方面为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

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作为个人所得征税；股份制企业用

增值服务，例如：产业投资者可给企业的原材料供应、产品销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

售等方面带来便利，财务投资者可对企业的资本运作有所帮助。

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上

企业如果决定引进私募投资机构，建议注意以下三点：

述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

（1）如果所引进的是企业所处行业上下游的产业投资者，

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

且持股比例超过 5%，并与公司有交易行为，则需对关联交易

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

进行核查并充分披露；

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国税函〔1998〕289

（2）如果引进的是财务投资者，企业应对自身有合理定
位与估值，避免签署对赌协议；
（3）对拟引进的私募投资机构需做合理审慎的调查，避
免被其夸大之言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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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企业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向个人股东转增
股本，并且个人股东一次缴纳个人所得税确有困难的，可以分
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最长不超过 5 年。在某些地区，为了鼓励
企业走向资本市场，地方税务机关给予部分企业参照上述非上
市中小高新科技企业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递延 5 年缴税的特殊优

三、发行审核

惠处理。
在实务操作中，由于对“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属于“股份
有限公司”，其“资本溢价”是否可作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
形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实务操作口径尚未完全统一。因此，建
议企业在实际操作之前与主管税务机关提前沟通，确定当地税
务操作口径。
（2）企业所得税问题
有限责任公司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
本，在法人股东为居民企业的情况下，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 [2010]79 号）第四条规定，被投资企业将股
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
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
计税基础。

15、股票发行审核有哪些主要程序？
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目前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
依法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不得公开发行。发行人
应当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证券公司担任保荐机构。中国证监会
设立发行审核委员会，依法审核股票发行申请。
按照依法行政、公开透明、集体决策、分工制衡的要求，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审核工作流程分为受理与预先披露、发行
部初审、发审委审核、封卷、核准发行等主要环节，分别由证
监会发行监管部不同处室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对每一
个发行人的审核决定均通过会议以集体讨论的方式提出意见，
避免个人决断。主要流程详细情况如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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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三板挂牌企业 IPO 的主要流程有哪些？

Ȧ˯ļ̃˛K@ŗV͍ħ̶Ȧ˛K4ŧ˃ĦȦ}¬õɊ̇ǟɖ͢Ĥ(̴͌ɖ˛ǎġʲL
ˣǢƹ̑ǎ'ɻÅ'ľ˭'Ȭ'řĆʉ͇͖Ľǚɖ4Ȯâå˛\ʤ˒ȨÇɖ˛ǎġʲ£ļ(

目前，已有多家新三板挂牌企业通过 IPO 成功登陆证券交

ˡcǮǷ͇͖Ľǚ˛ǎġʲɖ˛K4ȮâǟǣǮ̶̀4Ňå˛\Ǯ͍ħŻĄɖ4OēȔ

易所市场，还有不少挂牌企业正在积极筹备从新三板转到证券
´(͍ħ̶Ȧ˛Kɖ̞ʎȼ4ŇˡġʲɖȦ\̶Ȧ˛KbåɌNǝ̞˭ʎ4̶Ȧ˛KǮ̷ʪ
ƘʸʨʪɄƊɖ4
b˛KʣQNǝ̞˭ʎ9Ňˡġʲɖ˅Ƚ\f˛ǎġʲ£ļ}¬Nǝ̞˭
交易所市场。在直接转板机制尚未推出之前，新三板挂牌企业
ʎ(


登陆证券交易所市场，还需要遵守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审核
流程。

22、新三板挂牌企业 IPO 的主要流程有哪些？

新三板挂牌企业 IPO 流程主要包括：（1）在公司内部决

ɜ¾4ŜǮĥŃǘ=ǻƸɀlD̰̿  ƖÃɔ͝˻½ZǠƜŞĖ4̳Ǯ@ŎƸɀlD

策决定 IPO，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相关决议后要及时公
ȓēɶǼʋĢbǘ=ǻ̩»˻½ZǠƜŞĖ(
ēɝǁ̩ǻǵ¼ŏǱǃ¬N¾4ǘ=ǻƸɀl
告；
（2）
在向证监会提交申报材料并取得申请受理许可通知书后，
Dɔ͝˻½ZǠƜŞĖ4̳ͪˣͅĸͼȎůå˛ŧ>ŞɖľȅȪɺ(
ǘ=ǻƸɀlD
 ȪɺLˣÐƶ8
2 3ēó（3）在获得证监会核准发行后，
͇£ʊ£ļ 4˕TqāʿEħq
公司应申请在新三板暂停转让；
ˠ£̰̿ɞ£˳øˣâǞþ9
2 3ēù˻əqǅZɏƭǸǖŧæƁɏ̈çɊ˶î̿ɧP

应公告并申请终止在新三板挂牌。

上表仅对股票发行审核工作流程进行了简要归纳，具体详
细流程可查阅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工作流程》

ø4óŪɏ̈ēǘ=ǻǨ̩˱9
2 3ēˑƁ˻əqȅ¦å˛ø4Ūþŧɏ̈ʣȒēǘ
=ǻƸɀ(

新三板挂牌企业 IPO 具体流程如下图：

ǘ=ǻƸɀlD  {Ȫɺį?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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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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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需要具备哪些主要条件？
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应具备的主要条件如下：

18、发行审核中监管部门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根据近年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公布的反馈意见和发审委询
问的主要问题，发行审核中监管部门主要关注财务、法律、信
息披露等方面的问题，具体如下：
（1）财务方面的问题重点关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包括
财务状况是否正常、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会计处理是否合
规、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等；
（2）法律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和显失
公允的关联交易、生产经营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股权是否
清晰和是否存在权属纠纷、董事和高管有无重大变化、实际控
制人是否发生变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等；
（3）信息披露方面主要关注招股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是否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如引用数据是否权威、

上表仅对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应具备的主要条件进行了简要差异比较，具体条件可查
阅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

客观，业务模式、竞争地位等披露是否清晰，申请文件的内容
是否存在前后矛盾，申请文件内容与发行人在发审委会议上陈
述内容是否一致等。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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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针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发行审核重点关注哪
些方面？

信息披露相互衔接；
（3）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应严格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证券交易所

财务信息是招股说明书的编制基础，也是证监会对发行人
审核和信息披露质量抽查的重要内容。根据证监会《关于进一

颁布的相关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关联方认定，充分披露关
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

（4）发行人应结合实际经营情况、相关交易合同条款和《企

见》（证监会公告 [2012]14 号）以及《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制定并披露具体收入确认原则， 并依据

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与盈利能力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引》
（证

经济交易的实际情况，谨慎、合理地进行收入确认；保荐机构、

监会公告 [2013]46 号）等有关要求，监管部门在审核发行人财

会计师事务所应关注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合规性和毛利率分析

务信息披露质量时着重要求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的合理性；

做好以下方面：
（1）发行人应建立健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财
务会计核算体系，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
法性、营运的效率和效果；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应关注销
售客户的真实性，发行人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互
相占用资金、利用员工账户或其他个人账户进行货款或其他与
公司业务相关的款项往来等情况；

（5）发行人应完善存货盘点制度，在会计期末对存货进
行盘点，并将存货盘点结果做书面纪录；保荐机构、会计师事
务所应关注存货的真实性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6）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应关注现金收付
交易对发行人会计核算基础的不利影响；
（7）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应核查发行人收入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成本与费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关注发行人申报

（2）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应确保财务信息

期内的盈利增长情况和异常交易、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会计处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发行人应在招

理的合规性以及是否存在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利

股说明书相关章节对其经营情况、财务情况、行业趋势情况和

润、是否存在人为改变正常经营活动粉饰业绩情况等。

市场竞争情况等进行充分披露，并做到财务信息披露和非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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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发行审核中如何判断同业竞争？发行人应如何
避免同业竞争？

（3）竞争方将竞争性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4）发行人放弃与竞争方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另外，审核实践中要求发行人不得使用募集资金解决同业

同业竞争一般指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竞争问题。

的其他企业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双方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关系。尽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21、针对关联交易，发行审核中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办法》将独立性的规定改为信息披露要求，但审核实践中要求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存
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对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发行审核主要是从同一业务或者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应完
整披露关联方关系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易，关联交
易价格应当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发行

似业务的实质出发，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从业务性质、

人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不得对关联方存在重

业务的客户对象、产品或劳务的可替代性、市场差别等方面判

大依赖。

断，并充分考虑对公司及其发起人股东的客观影响，不局限于

针对关联交易，发行审核中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简单从经营范围上做出判断。原则上，以区域划分、产品结构、

（1）关联方的认定是否合规，披露是否完整，是否存在

销售对象不同来认定不构成同业竞争的理由并不被接受。

隐瞒关联方的情况。关注是否根据《公司法》、
《企业会计准则》、

如构成同业竞争的，除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做出今后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业

不再进行同业竞争的书面承诺之外，发行人应在提出发行上市

务规则的规定准确、完整披露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关联关系的

申请前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加以解决：

界定主要关注是否可能导致发行人利益转移，而不仅限于是否

（1）收购竞争方拥有的竞争性业务，或者对竞争方进行
吸收合并；
（2）竞争方将竞争性业务作为出资投入企业，获得企业

存在股权关系、人事关系、管理关系、商业利益关系等。
（2）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决策程序的合
规性。对于经常性关联交易，关注关联交易的内容、性质和价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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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公允性，对于涉及产供销、商标和专利等知识产权、生产经

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营场所等与发行人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重点考察其

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或者以不正当

资产的完整性及发行人独立面向市场经营的能力；对于偶发性

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造、

关联交易，应关注其发生原因、价格是否公允、对当期经营成

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4）

果的影响。关注关联交易的决策过程是否与公司章程相符，关

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联股东或董事在审议相关交易时是否回避，独立董事和监事会

漏；（5）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成员是否发表不同意见等。

（6）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3）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非关联化情况。关注发行人申报

上述规定实际上要求申报期内发行人不得存在重大违法行

期内关联方注销及非关联化的情况；在非关联化后发行人与上

为情形。所谓重大违法行为是指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受

述原关联方的后续交易情况、非关联化后相关资产、人员的去

到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原则上，凡被行政

向等。

处罚的实施机关给予罚款以上行政处罚的，都视为重大违法行

（4）发行人拟采取的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是否有效、可行。

为。但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依法认定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
为，并能够依法作出合理说明的除外。这里的行政处罚主要是

22、发行审核中如何把握和判断重大违法行为？

指财政、税务、审计、海关、工商等部门实施的，涉及发行人
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其他有权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不得有

为，涉及明显有违诚信，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也在此列。

下列情形：（1）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

重大违法行为的起算点，对被处罚的法人违法行为从发生之日

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

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

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2）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

计算；对被处罚的自然人以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计算。

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
且情节严重；（3）最近 36 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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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审首发企业可以更换中介机构吗？
（1）发行人更换保荐机构的，除保荐机构存在被立案调
查或者执业受限等非发行人原因的情形外，需重新履行申报及
受理程序。
（2）发行人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
机构无需中止审查。相关中介机构应当做好更换的衔接工作，
更换后的中介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并出具专业意见后，应当将齐

四、上市地选择

备的文件及时提交发行监管部门，并办理中介机构更换手续。
更换手续完成前，原中介机构继续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发行人更换签字保荐代表人、签字律师、签字会计师、
签字资产评估师无需中止审查。相关中介机构应当做好更换的
衔接工作，更换后的中介机构签字人员完成尽职调查并出具专
业意见后，相关中介机构应当将齐备的文件及时提交发行监管
部门，并办理中介机构签字人员更换手续。更换手续完成前，
中介机构原签字人员继续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上述详细内容可查阅中国证监会 2017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
《发行监管问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审核过程中有关中止
审查等事项的要求》。

36

上市准备／改制设立／发行审核／上市地选择

24、如何选择合适的上市地？
选择合适的上市地，对拟上市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问题，因为这既关系到上市的时间和成本，更决定着上市的收
益和企业的持续发展 , 需要董事会审慎抉择。选择上市地的核
心并不是简单选择交易所，而是选择企业的股东和市场，这样
才能使企业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得益彰。企业选择上市
地，一般应结合下列因素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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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级市场的筹资能力、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后续融

25、境内外上市有何差异？

资能力；
（2）不同市场的估值水平（主要指境内外市场）；
（3）拟上市地是否与企业的行业地位和定位相适应；
（4）拟上市地是否为企业主要业务和核心客户所在地，

企业选择在境内或者境外上市，应视各自具体情况而定。

25、境内外上市有何差异？

一般来说，企业在境内或者境外上市主要存在如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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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沪深交易所是否存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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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沪深交易所是否存在分工？
目前，申请 IPO 的企业可自主选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不受企业规模大小的限制。2014 年 3 月 27

就境内市场而言，企业市盈率和上市地无相关性。影响企
业市盈率高低的要素包括：

日，证监会首次明确“首发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在沪深市场

(1) 投资者群体。投资者群体是影响企业市盈率的重要因

之间自主选择上市地，不与企业公开发行股数多少挂钩。中国证

素，投资者群体的结构和投资者群体的偏好都会影响企业的市

监会审核部门将按照沪深交易所均衡的原则开展首发审核工作”。

盈率；

2014 年 4 月 4 日，证监会又进一步明确，“为充分发挥沪、深两
家交易所的服务功能，中国证监会将按照均衡安排沪、深交易所
首发企业家数的原则，结合企业申报材料的完备情况，对具备条
件进入后续审核环节的企业按受理顺序顺次安排审核进程”。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40

27、企业的市盈率是否和上市地有关？

(2) 交易制度。交易制度影响股票的流通性，一般而言，在
同等条件下，流通性越好，股票市盈率就越高；
(3) 企业自身素质。公司所处行业的景气度、公司治理水平、
盈利能力、股利分红政策等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的市盈率水平。
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拥有相同的投资者群体与交易制度，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中小板）对净利润和股本规模

因此一家企业的市盈率高低主要由企业自身素质决定，而与上

的要求为最近３年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 3000 万元，发行

市地无关。如果将相同行业规模相当的企业进行比较，可以发

后股本≥ 5000 万股 ( 通常情况下，发行前股本≥ 3750 万股，

现无论在主板上市还是在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市盈率无明显

公开发行股份≥ 1250 万股 )。

差异。

允许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是尊重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的体

另外，一家企业的市盈率也不取决于所在板块的平均市盈

现，符合市场化和法制化原则，有利于沪深交易所提高服务效率

率。这是因为一个板块的平均市盈率是指该板块所有上市公司

与能力。目前，随着市场进一步稳定，沪深均衡发行得到较好的

的加权平均市盈率，不同板块会有不同的市盈率是因为上市公

执行，沪深两个交易所过会企业数量大致相当，发行家数也大致

司不同。换句话说不是所在板块的平均市盈率影响了企业的市

相同。因此，沪深均衡发行原则是明确的，市场是可以预期的。

盈率，而是企业的市盈率影响了所在板块的平均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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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哪些优势？

均衡发展的综合交易所转型。上交所也是境内第一家横跨现货、
期货的交易所，更好地发挥证券定价、风险管理、资产配置、

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上交所已发展成为拥有股票、
债券、基金、衍生品四大类证券交易品种的、市场结构完整的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正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品牌优势、均衡
发展优势、国际化优势不断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流动性中心的功能，提升多层级蓝筹股市场的深度和吸引力，
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多的机会。
（4）“国际化”优势。随着沪港通、中欧国际交易所的
顺利推出，以及自贸区平台、沪伦通等项目的陆续启动，上交

（1）“区位”优势。上海地处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

所已经成为境内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先导者，对全球资本市场的

长三角地区，拥有发达的要素市场，完善的金融生态，高端国

影响力也日益凸显。2017 年 9 月，上交所理事长吴清当选为世

际化人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交通圈”便捷高效；长三

界交易所联合会主席，成为自 WFE 成立 56 年以来，首位来自

角“经济圈”繁荣活跃，区域经济辐射全国。上交所特有的地

中国境内交易所的主席。同月，上交所正式成为联合国可持续

缘优势，使得上交所市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型的重要

证券交易所倡议第 65 家伙伴交易所，成为我国首个加入该倡议

助推器，“聚集效应”更为企业提供了最具活力的舞台。

的证券交易所。随着上交所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上交所将

（2）“品牌”优势。上交所多层级蓝筹股市场发展快，
影响力广，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内和境外（QFII）机构投

为企业提供更多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的机会，使企业获得更高
的国际知名度。

资者，更是汇聚众多代表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优质企业。上证
综指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上交所多层级蓝筹股市场能够带给企业超额品牌溢价，与
优质企业“门当户对”。
（3）“均衡发展”优势。上交所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创新，
改善产品结构，优化交易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实现了从股票为主的传统交易所向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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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上交所的市场服务体系是怎样的？

30、上交所在企业上市方面可提供哪些服务？

市场服务是交易所基本职能之一，上交所深入贯彻全面服

上交所始终秉持“为市场参与者创造价值”的服务理念，

务理念，坚持“职能部门牵头加对口部门”的市场服务体系，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强化服务质量。上交所不仅拥有一支专业

从而以“部门”的稳定性确保市场服务的可持续性，以“职能

的市场服务队伍，还专门设置了为拟上市企业提供服务的职能

部门牵头”确保市场服务的专业性，以“综合服务”确保市场

部门 - 发行上市部。在企业改制上市的各个阶段，上交所可为

服务的全面性。上交所市场服务体系包括三个方面：

企业提供的服务包括：

（１）基础服务。全国每个省份均有相应的上交所领导和

（1）咨询服务。走访企业，加强调研，综合利用市场中

部门对口。上交所正通过基础服务搭建覆盖全国的服务平台，

枢优势，搭建拟上市企业与核准部门、中介机构的有效沟通平

充分发挥窗口作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台，并与其形成合力，为企业改制上市提供多方位诊断、咨询

（２）专业服务。由所内发行上市部、债券业务部各司其职，
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专业优势，整合所内外资源，深入开展一
线市场服务工作。
（３）综合服务。覆盖拟上市企业、上市公司、会员公司、
专业投资机构、个人投资者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监管机构

服务；
（2）培训服务。精心设置多元化、多层次的课程，充分
调动所内外资源，为拟上市企业提供专业和全面的培训服务，
充分满足拟上市企业的相关培训需求。
（3）上市服务。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上市服务，

等对象，涵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市场创新、技术与信息服务、

量身定制上市仪式，通过媒体、“上交所企业上市服务”微信

监管、
投资者教育等内容的服务体系。
综合服务采取
“点面结合”
、

订阅号等方式对企业进行宣传，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多种形式。

上交所将在充分发挥蓝筹股市场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
开展“新蓝筹”行动，挖掘与培育更多代表新经济和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优质企业登陆上交所融资，打造上交所的“新经济、
新主板”。“新蓝筹”就是“新经济 + 蓝筹”，新蓝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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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企业、新经济企业和高技术企业
等。“新蓝筹行动”主要是强化发行上市服务，培育优质上
市资源，助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壮大。
上交所后续还将加强对此类公司的联络、服务及培训，不断
提升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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