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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沪深300股指期权合约及相关规则征求意见；上市
公司再融资规则迎重大修订，定价及锁定期关键条
款松绑；人身险精算规定拟修订

资本市场

沪深300股指期权合约及相关规则征求意见

2019年11月10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下称中金
所）发布了就沪深300股指期权合约及相关规则向
社会征求意见的通知。此次征求意见的内容包括
《沪深300股指期权合约》（征求意见稿）、《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股指期权合约交易细则》（征求意见
稿）、《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细则》（修订征求意
见稿）、《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修订征求
意见稿）等。

《沪深300股指期权合约》的征求意见稿规定：沪
深300股指期权合约标的为沪深300指数；合约乘数
为每点100元；合约类型分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
报价单位为指数点，最小变动价位是0.2点；合约月
份为当月、下2个月及随后3个季月；行权方式为欧
式，买方只可在期权合约到期日当天行权；交割方
式为现金交割。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指期权合约交易细则》的
征求意见稿共七章，分为总则、合约、交易业务、结
算业务、行权与履约、风险管理和附则。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细则》的修订征求意见
稿对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等
进行了修改。其中，新的第二十八条不再要求“结
算价是进行当日未平仓合约盈亏结算和计算下一交
易日交易价格限制的依据”。

http://stock.cnstock.com/stock/smk_gszbs/20191
1/4450802.htm

上市公司再融资规则迎重大修订，定价及锁定期关
键条款松绑

2019年11月8日，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证监
会拟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简称《主
板再融资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简称《创业板再融资办法》）及《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
等再融资规则进行修订，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此次拟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精简发行
条件，拓宽创业板再融资服务覆盖面；二是优化非
公开制度安排，支持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三
是适当延长批文有效期，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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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上市公司选择发行窗口。将再融资批文有效期。
本次修订的最大亮点当属定价和锁定机制，以及定
价基准日的限制调整，修订后的规则放宽了再融资
发行价格的折扣率，并大幅缩短了持股锁定期，且
不适用减持规则的相关限制。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50
528.htm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力度加大

国资委2019年11月11日发布了针对央企控股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的具体操作指南——《关于进一步做
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的
通知》（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股权激励对象应当聚焦核心骨干人才
队伍，《通知》为股权激励明确了“六定”模型，即
定方式、定对象、定比例、定价格、定分配、定业
绩，其中还专门为“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实施股权
激励”提出了操作指南。

http://company.cnstock.com/company/scp_gsxw/
201911/4451292.htm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信用信息报
告工作规则（试行）》发布

2019年11月11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
简称“协会”）正式发布《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
管理人会员信用信息报告工作规则（试行）》（以下
简称《信用信息报告》），该报告的推出将进一步创
新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行业信用体系的建设模
式，引导和支持私募机构会员持续加强信用信息自
我积累、管理和运用。

《信用信息报告》通过私募基金大数据信息管理系
统为会员提供信用管理。其通过制定统一的考察维
度及指标体系，引导会员主动管理好自身信用信息。
该报告从“一性三度”呈现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
金会员管理人的展业信息，即管理人的“合规性、
稳定度、专业度及透明度”，从合规经营、稳定存

续、专业运作、信息披露等四个主要方面展示会员
的信用信息情况。同时，增加单独的“投资风格”
作为补充，以更好地体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
投资基金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类FOF基金、创业投资
类FOF基金领域的多元化、多样性特点。

http://stock.cnstock.com/stock/smk_jjdx/201911/4
451769.htm

上期所就黄金期权合约公开征求意见

上海期货交易所（下称上期所）于11月11日发布公
告，就《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期权合约》公开
征求意见。

根据此次公布的黄金期权合约（征求意见稿），黄金
期权合约交易单位为1手（1000克）黄金期货合约；
最小变动价位为0.02元/克；涨跌停板幅度与黄金期
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相同；行权价格覆盖黄金期货
合约上一交易日结算价上下浮动1.5倍当日涨跌停
板幅度对应的价格范围。行权价格≤200元/克，行权
价格间距为2元/克；200元/克＜行权价格≤400元/克，
行权价格间距为4元/克；行权价格＞400元/克，行
权价格间距为8元/克。行权方式为欧式，即到期日
买方可以在15:30之前提交行权申请、放弃申请。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51158.htm

郑商所就PTA、甲醇和菜籽粕期权合约公开征求意
见

为更好完善PTA、甲醇和菜籽粕期权合约，郑州商
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于2019年11月12日发
布通知，对PTA、甲醇和菜籽粕期权合约公开征求
意见和建议，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18日。

根据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PTA、甲醇和菜籽粕
期权交易单位为1手PTA、甲醇和菜籽粕期货合约，
方便投资者对冲期货部位风险；PTA、甲醇和菜籽
粕期权最小变动价位设置为0.5元/吨，与白糖期权
保持一致，方便投资者掌握；PTA、甲醇和菜籽粕

2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50528.htm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50528.htm
http://company.cnstock.com/company/scp_gsxw/201911/4451292.htm
http://company.cnstock.com/company/scp_gsxw/201911/4451292.htm
http://stock.cnstock.com/stock/smk_jjdx/201911/4451769.htm
http://stock.cnstock.com/stock/smk_jjdx/201911/4451769.htm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51158.htm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51158.htm


Charltons
易周律师行

法讯 - 中国 2019年11月18日

CHARLTONS
易周律师行

法讯 - 中国 - 第626期 - 2019年11月18日

期权最后交易日（到期日）为标的期货合约交割月
份前一个月的第3个交易日，与已上市白糖、棉花
期权一致，以满足产业客户套保期限需求，避免给
交割月运行带来风险；借鉴国际商品期权市场惯例
和白糖、棉花期权市场经验，PTA、甲醇和菜籽粕
期权行权方式设置为美式，期权买方可在到期日及
之前任一交易日行权。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51613.htm

证监会批准郑商所开展纯碱期货交易

证监会近日批准郑州商品交易所开展纯碱
期货交易。纯碱期货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时间
为2019年12月6日。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督促郑州商品交易所继续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纯碱期货的平稳推出和健
康运行。

据介绍，纯碱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
建材、石油化工、印染、冶金和食品加工等领域。我
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和消费国。开展纯碱期
货交易，有助于完善纯碱价格形成机制，满足产业
链企业的风险管理需求，促进相关主体健康稳定发
展。

http://news.cnstock.com/industry,rdjj-201911-44
50543.htm

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北京召
开

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简称顾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于2019年11月10日-1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
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
见了参会的顾委会委员和嘉宾，财政部、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外汇局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了会见。

顾委会是中国证监会的专家咨询机构，于2004年6月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由境外金融监管官员、金融机

构高管以及知名的专家学者担任成员，顾委会每年
召开一次会议。

本次顾委会会议的主题为“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会议围绕当前国际经济
金融形势以及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监管重点任
务，研讨了科创板及发行注册制改革、开放条件下
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监管、证券监管执法的有效震
慑和投资者保护等议题。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51690.htm

银保监会就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
见

为持续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措施落地实施，不断将
“放管服”改革推深做实，强化外资银行的监督管
理，银保监会起草了《中国银保监会外资银行行政
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
见稿》）。

《征求意见稿》共7章、146条。主要修订有以下三
方面：一是持续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措施依法落地；
二是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营商环境；
三是进一步强化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

http://news.cnstock.com/news,jg-201911-445056
0.htm

保险

人身险精算规定拟修订

为完善人身保险业相关精算规定，银保监会前期就
《关于修订人身保险有关精算规定的通知》（下称
《通知》）广泛征求了全行业意见。

《普通型人身保险精算规定》（下称《规定》）是此次
修订的重点。《规定》的征求意见稿是对普通型人
身险产品沿用了20年的《关于下发有关精算规定的
通知》（下称“90号文”）的一次整体修订，以使其
与我国当前人身险行业的发展更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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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通知》的修订，还补充了保证续保产品的相
关精算规定，要求含有保证续保条款及保证费率的
普通型人身险产品在计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外，还
需要计提保证责任的额外责任准备金。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51
321.htm

新版《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出台，六方面更新值得
关注

11月12日，银保监会发布2019年第3号令称，《健康
保险管理办法》已经中国银保监会2018年第6次主
席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

《办法》共九章七十二条，主要修改了以下六个方
面：一是调整对象和主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文件
有关精神，对健康保险定义和种类进行完善，将医
疗意外保险纳入健康保险。二是产品规范与监管方
面，明确除健康保险公司外，其他保险公司、相互
保险组织开展健康保险必须设立专门事业部，能够
独立核算；明确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和医疗意外保
险产品不得包含生存保险责任，护理保险只能以生
活能力障碍引发护理需求作为赔付条件。三是销售
与经营监管方面，明确长期医疗保险可以进行费率
调整；放开在医疗机构场所销售健康保险产品的限
制。四是健康管理与合作方面，将健康保险与健康
管理相衔接；鼓励保险公司在医保合作中参与医疗
控费，规范相关医疗行为。五是信息技术与健康保
险方面，明确在某些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互
联网对被保险人的数字化理赔材料进行审核；鼓励
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基本医保部门信息对接和数
据共享。六是扩大适用范国。根据健康保险发展实
践需要，《办法》将保险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销
售健康保险产品，以及相互保险组织经营健康保险
业务纳入适用范围。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51564.htm

税收

深圳今起调整普通住房认定标准

2019年11月11日起，深圳市享受“满两年免征增值
税”优惠政策的普通住房认定标准正式调整为：同
时满足小区容积率高于1.0、单套建筑面积144平方
米以下的住宅。原普通住房需满足的“实际成交价
低于所在区域普通住房价格标准”的“价格线”被
取消。

深圳自2015年10月1日以来一直执行《享受优惠政
策普通住房价格标准》，其中，南山区总价在490
（含）万以下、福田区总价在470（含）万以下、罗
湖区总价在390（含）万以上等才算普通住宅，超过
普通住宅价格的，需要按照“豪宅”标准缴纳差额
增值税。新标准出台之后，小区容积率高于1.0、单
套建筑面积144平方米以下，且持有满两年的住宅，
即便成交价格高于所在区域普通住房价格标准，也
不再属于“豪宅”，这部分税率高达5%的差额增值
税将免除。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51080.htm

知产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举行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下称高
交会）2019年11月13日在深圳拉开帷幕，参展企业
和机构将发布1000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

本届高交会有4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68个境外团组
参展，参展国家数量创历史新高。本届高交会重点
展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智能驾驶、
5G商用、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技术。

http://news.cnstock.com/industry,rdjj-201911-44
522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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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工信部出台支持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实施方案

近日，工信部印发《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实施方案》指出，要支持海南扩大国际
交流合作，形成开放新格局，支持海南发展优势产
业，支持海南完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海
南。从支持洋浦开发区打造“数字自贸港”、支持发
展区块链产业等17个具体项目着手，支持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

《实施方案》指出，工信部支持海南建设互联网国
际合作试验区，探索国际服务外包等跨境业务，重
点发展跨境电商、国际金融科技、数字文创等业态，
打造枢纽型国际化数字自由贸易港；支持海南发展
优势产业，壮大实体经济；支持海南发展区块链产
业，引导区块链领域的龙头企业、研究机构落地海
南，在区块链研发应用等方面开展创新实践；支持
海南完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海南；支持
海南建设“新能源汽车展示发布基地”、“新能源汽
车测试评价平台”等。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50588.htm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金融支持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服务
方案》

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了《金融支
持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
服务方案》。以15条政策举措，助推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产融结合。

根据上述方案，未来将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新能
源汽车等七大产业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发展。

为落实“金融支持G60科创走廊15条”，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等12家商业银行签订《金融支持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服务方
案合作协议》，与太平投资、国际集团、国盛集团
等7家投资公司签订产业基金战略合作协议，上线
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50
538.htm

交通环保等领域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下调

2019年11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完善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做到有保有控、区别对
待，促进有效投资和加强风险防范有机结合。

会议提出，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
例。将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
由25%降至20%。对补短板的公路、铁路、城建、物
流、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方面基础设施项目，在投
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前提下，可
适当降低资本金最低比例，下调幅度不超过5个百
分点。此次国家再次下调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
本金比例，意味着铁路、公路等交通项目最低资本
金比例有可能降至15%左右。

会议还强调，要严格规范管理，强化风险防范。项
目借贷资金和不合规的股东借款、“名股实债”等
不得作为项目资本金，筹措资本金不得违规增加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违反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相
关要求，不得拖欠工程款。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52
233.htm

十部门发文推进机制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
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4号）
和《建材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信部
规〔2016〕315号），推进机制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及自然资源部等
十部门提出《关于推进机制砂石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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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提出的发展目标为：到2025年，形成较为完善
合理的机制砂石供应保障体系，产品质量符合GB/T
14684《建设用砂》等有关要求。文件还提出，推动
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在机制砂石行业
应用，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水平。并且要坚
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相结合，促进机制砂石企业
和下游用户紧密衔接，加快发展铁路、核电、水利
等重点工程用高品质机制砂石，以及机场跑道、海
洋工程、污水处理、耐磨地坪等特种砂石产品。推
动机制砂石、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酒店、生
态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区建设，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51179.htm

并购

上海莱士斥资132亿元并购，欲回归主营业务自救

2019年11月13日晚间，上海莱士发布公告表示，其
斥资132亿元收购血液制品巨头基立福（Grifols）公
司所持有的Grifols Diagnostic Solutions Inc.（以下
简称“GDS”）45%的股权的并购计划，获得有条
件通过，其股票也将于11月4日复牌。不过，其上市
公司控制权稳定性问题被证监会重点关注。

公开资料显示，基立福是全球排名前三的血液制品
巨头，其在输血行业已有75年的发展历史。GDS为
基立福从事血液检测业务的子公司，其三大血液检
测业务在全球市场均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核酸检
测业务排名全球第一，2017年全球市场占有率约
为55%。

2018年度，上海莱士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为15.18亿元，其中有超过11亿元的亏损是因其
沉迷于证券投资所致。其停止证券投资后，截
至2019年9月30日，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16亿
元，同比增长35.96%；实现归母净利润6.06亿元，
同比增长146.87%。

对于此次收购GDS的初衷，上海莱士表示，GDS与

公司的重组，将会大大提升公司在血液检测市场方
面的实力与行业知名度，同时也能弥补国内血液检
测市场产品品类较少，技术能力不高的不足。

此次收购标的存在高商誉的问题，截至2018年9月
末GDS的商誉账面价值高达202.99亿元，占其总
资产的比重接近73%，占净资产的比重更是高
达217%左右。近年来，上海莱士先后并购了郑
州莱士、同路生物及浙江海康等公司，也使该公
司的商誉急剧上升。截至今年上半年末，企业商誉
为55.19亿元，占总资产比重为47.39%。

http://www.ifnews.com/5/detail-45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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