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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板脚步渐行渐近

□吴婷 绘

屠光绍电视访谈详解开设条件
6 月 8 日下午，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副司长连启华在“2011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
通气会上回答媒体提问称，国际板推出工作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今年会考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择机推出。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海电视台 6 月 6 日播出的新闻坊“我与市长面对面”节目中，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在
与上海市民代表谈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受关注的“国际板”时表示，国际板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如建立法
规、确定会计制度、有效监管等都已基本准备到位，下一步要看企业的意愿，
“我们觉得应该快了”。 这也是屠光
绍就国际板问题向外界解读得最为详尽的一次。
这样方面的一些条件。”
业内预测，
汇丰银行很有可能成为
“国
另一个是会计准则。屠光绍说： 际板第一股”
。
“再比如说会计制度，
因为作为境外的
此外，东亚银行常务副行长林志
国际板推出水到渠成
公司，境外(与)我们目前有些会计制
民曾表示，有意成为首家在内地证券
度还不太一样，当然，目前，我们境内
交易所上市的外资银行。但由于目前
上海为什么要搞国际板？这是不
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越来越多地采
关于外资公司在 A 股上市的细则仍未
少投资人士感到困惑的地方。屠光绍
取了国际的会计标准，但毕竟还是有
推出，更多公司措辞谨慎。包括恒生银
称：
“ 因为上海要建国际金融中心，要
差别。比如还有我们有些技术方面的
行、渣打中国在内的几家外资企业相
建国际金融中心就意味着金融市场和
准备，还有我们将来它(境外公司)上
关人士均维持原有口径：考虑 A 股上
金融业务带有国际化，国际化的程度
市了要接受监管，我们监管的手段的
市，
但仍需等待政策明确后再作决定。
准备。因为比如说，它到这里来上市
有分析称，现在最想在中国上市
要越来越高，(这也是个基本指标)这
个才叫国际金融中心。”
了，
但是它的公司在境外，
如果它出现
的外国企业就是外资银行。
屠光绍进一步解释称：
“上海国际
了问题怎么去监管它？那么必须我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室主
金融中心实际上把它分开来看，主要
这边的监管部门和境外的监管部门要
任曾刚说，
国内银行增资有多种渠道。
是由两个内容来构成。一个叫金融中
有协议，这样有利于有效地监管。”
但外资银行增加资本金需要通过商务
心，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
所谓金融中
对于上述准备工作，屠光绍说： 部、银监会甚至外管局的批准，
这决定
心就是指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金融业 “所有的这些，可以告诉大家，应该说
了外资行的增资非常缓慢。所以现在
务，包括金融人才聚集程度非常高的
都已经基本准备到位了。”
外资银行希望通过来华上市解决问
地方，我们把它叫金融中心；那么第二
第三个方面就是看企业的意愿。 题。
个内容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加上国际
尽管屠光绍就企业意愿并未多说，但
至于此前一度引起市场遐想的
两个字，它就意味着不光是在一个地
已有的信息显示，目前已有多家全球 “金股”可口可乐，该公司相关人士对
区或者一个国家它的金融聚集程度比
前 500 强企业抢着第一个在国际板上
传言未予置评。
较高，甚至它在国际上都有很强的影
市，已明确表达积极在国际板挂牌的
响力辐射力，上海要建的是国际金融
企业已超 60 家。
中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
对于最后一个条件，
屠光绍表示，
券商招兵买马备战
非常大的战略目标。”
还要看市场的各个方面的情况。
“我相
根据国家战略，到 2020 年，上海
信，
如果这个条件成熟，
这个叫水到渠
要建成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
成，应运而生。而不是非要定在哪一
除去企业，承销商们也在摩拳擦
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天，非要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也要把
掌。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表示，
“A
对于最受关注的国际板推出时
它开出来，
我觉得应该是稳妥地推出。 股国际板具备上半年推出条件。”据了
间，屠光绍表示：
“ 国际板要建也不是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应该快
解，
中金公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中
想 建 就 建 的 ，它 必 须 要 具 备 一 些 条
了。”
银国际等老牌券商很早就开始为国际
件。”关于国际板推出所需条件，屠光
板做准备，并且相继成立了国际板工
绍重点从基础条件、市场、会计、技术
作小组，负责联系有意登陆国际板的
准备等四个维度进行解读。
港股上市公司。面对即将推出的国际
汇丰或成“第一股”
屠光绍认为，
从基础条件上讲，国
板，国内不少券商已经在为招募具有
际板的推出与整个市场的发展程度、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做准备。
金融开放程度以及整个经济国际化的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今年陆
事实上，从近期一些大型券商人
程度密切相关。第二个是看市场本身
家嘴论坛上发言时，台下坐着的一位
员流动上，已经可以嗅到国际板未开
的一个条件。
女士格外引人注目，
她就是史美伦，
中
先至的竞争气息。6 月 2 日，作为摩根
就市场本身条件，屠光绍举了两
国证监会前副主席、香港上海汇丰银
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身兼美林银
个例子，一是法规条件，
“比如说，
境外
行有限公司(下称“汇丰银行”)副主
行与 IMF 工作背景的王庆，
“ 如期”转
的公司要到上海来上市，上国际板，
首
席。她曾对媒体表示，国际板一推出， 会至中金公司。同时，也有消息称，中
先就是要有一个法规，你必须要把它
汇丰银行即会提出申请。
信证券香港分公司也储备了一些有外
建立起来。这些就需要我们完善法规
市场有消息称，汇丰银行初步选
资投行经验的人。
的具体条文，使境外的企业到这里来
定中金公司和中信证券提供上市服
同时，一些中小券商也不愿意放
能适应这里的法规，我们需要去准备
务，融资规模相当于 50 亿美元左右。 弃国际板这块诱人的大蛋糕，纷纷与

外资投行进行合作，成立合资券商来
应对来自于大型券商的竞争压力。
中原证券证券行业首席分析师邓
淑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由于国
际板对券商的估值定价能力要求更
高，因此负责国际板承销的团队不仅
需要深知国内 IPO 的流程，还需要对
境外企业本身、境外相关法律比较熟
悉，对承销团队的综合能力要求也更
高。”
“虽然目前国内的 IPO 项目中，部
分企业有出口业务，在承销过程中会
涉及境外事宜，但在国际板上市的企
业大多为业务遍布全球的海外企业，
如何预测这些企业的发展情况，以及
如何对这些企业进行定价，不少券商
仍存在较大的盲区。”邓淑斌指出。
在国际板的筹备过程中，券商无
论是广纳贤才，
还是筹备项目，都需要
大量资金。因此，不少券商都选择资本
融资的方式来为国际板筹措粮草。
根据中国香港媒体的报道，中信
证券将于 6 月上旬向港交所提交上市
申请，初步集资额介于 15 亿至 20 亿美
元（约 117 亿至 156 亿港元），上市由建
银国际及工银国际担任保荐行。
民族证券分析师宋健表示，
“H 股
发行上市后，中信证券国际化程度将
更进一步。H 股发行可以提升中信证
券在香港及亚太地区的品牌声誉，有
助于提高在海外与世界级投行的竞争
力，
扩大投行业务规模和份额。同时做
好海外项目业务储备，为将来推出国
际板先行占领市场奠定基础。”
而 6 月 1 日，海通证券在上海举行
H 股项目启动仪式，其融资规模也在
20 亿美元。据汤森路透旗下 IFR 报道
预计，海通 H 股将于今年四季度在香
港上市。

投资者安全谁来保障
A 股市盈率过高这一点已经是众
人皆知，有股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让国外公司来圈钱，国际板是否

会成为
“散户绞肉机”
？
对此，汇丰银行副主席史美伦认
为没必要把国际板的推出看得那么负
面，
“如果说外资企业到内地上市是来
圈钱，那我们这么多的国企到外面上
市，
到香港上市，从来没有遇到外面的
投资者说中国的企业到外面圈钱，我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她认为，
中国的企业到境外上市，
都要遵守当地监管的法规法令，外资
企业到内地上市也要同样遵守内地的
法规条例。国际板要吸引来上市的企
业，大都已在境外上市，这和普通的
IPO 要有一定区别；内地监管法律体
系和法规有一些内地特色，外资企业
对完全遵守 A 股市场的条例可能会有
一些不适应，关键在于境内投资者是
否与这家企业在境外的投资者受到同
样的保护。
瑞银集团董事总经理、中国证券
部总监袁淑琴认为推出国际板需要注
意三个问题。首先，到中国 A 股市场来
上市的境外公司，要有中国业务关系。
一家异地上市公司，如果其业务活动
和上市当地没有紧密联系，股票难以
活跃。
其次，推出国际板后，
一些境外公
司必然要在 A 股市场融资，初期应该
规定这些公司募集的资金只能用于中
国业务。如果这些公司把这些募集资
金拿去国外用，中国投资者往往不知
道用来干什么，这是对中国投资者的
不负责任。
第三，配合国际板推出，希望 A 股
市场能有更多的创新避险工具。因为
将来到 A 股上市的公司，往往都是在
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上市的企业，虽然
不同地方上市，股价会有所不同，但
是，其在境外上市股票受到各种因素
影响的波动肯定也会传导到 A 股市
场。而境外市场有很多避险工具可以
对冲，A 股市场缺乏这种工具，对中国
投资者在 A 股市场操作这些股票会加
大风险。她认为，A 股市场要拓展新的
避险工具，
能够有效对冲风险。
综合《中国经济周刊》、
《国际金融
报》、
《东方早报》等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