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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简化方式强化监管 提升公募基金信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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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帆

  时隔14年，中国证监会提出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

关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对比新旧版本，其中提升信披质量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意

图跃然纸上。

  不可否认，14年前证监会发布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19号），初次在规章层面明确了基金募集信息披露、运作信息披露、临时信息披

露、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总体要求，对于规范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活动、督促基金管理

公司谨慎勤勉履职、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十余年间，公募基金行业及外部现实环境发生了很大变

化，行业规则和监管规章都面临必要的重新审视。基金行业从当初百余只公募基金、

千亿管理规模发展到现今逾5000只公募基金、13万亿元的管理规模，产品类别不断丰

富，投资者有效账户数超过4亿户。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技术在各领域广泛深入应用，

信息传播途径和投资者获取信息的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一些规定已经无法适

应当前行业管理层面的要求。

  基于此，新版本围绕信息披露方式的简化与监管自律的强化，以及提高投资者保

护水平做出修订。

  根据新版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在指定报刊中为单只基金只选择一

家报刊披露信息；包括基金管理人网站、基金托管人网站、中国证监会电子披露网站

的指定网站应无偿向投资者提供基金信息披露服务。这一信息披露方式的变化大大降

低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用，同时也为投资人节约了成本。同时，新规简化了在指

定报刊披露的项目和内容，仅要求在纸质报刊披露基金募集的部分文件，不再要求在

报刊上披露上市交易公告书、季度报告、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摘要、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摘要、每日基金净值等文件。

  信披方式和内容的简化对应的是信披监管的强化。新规以依法全面从严监管原则

为导向，强调信息披露义务人应以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加大对各

类信息披露违规事件的问责力度，通过五个具体条款细化违规情形，完善违规披露行

为法律责任，加大违规处罚力度，提高了信息披露违规成本。

  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新规提倡信息披露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并注重揭示风险。

新规增加“基金份额净值相对上一交易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超过百分之十”属于基金

重大事件，规范复杂基金及基金名称的风险揭示，应当规范基金名称，基金名称应显

示基金运作方式、产品类型、主要投资方向等核心特征，并明确基金公司应当通过短

信、邮件等形式向投资者披露交易信息、每个季度提供持有基金相关信息。从信息提

供的角度对接投资者需求，有的放矢地弱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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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关于公募基金行业信息披露办法的修订主要围绕提升信披质量和服务

投资者，与管理层的监管思路一脉相承，尤其是强调“以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根

本出发点”，加大对各类信息披露违规事件的问责力度，有利于净化市场和行业长远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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