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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时隔一年半，4 月 18 日证监会首发 28 家公司 IPO 预披露信息；截止 5 月 5 日，目前已有

241 家企业披露招股说明书。4 月 30 日，暂停 18 个月的 IPO 发审委重启审核。证监会表示 5

月 7日将召开 59次、60 次发审会，拟审核三家新上市公司。由于此次 IPO 重启早于市场预期，

本文将相关 IPO的流程以及涉及的预披露及再造审核流程做出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IPO重启事件及预披露 

时隔一年半，4月 18 日证监会首发 28家公司 IPO预披露信息；截止 5月 5日，目前已有

241 家企业披露招股说明书。4 月 30 日，暂停 18 个月的 IPO 发审委重启审核。证监会表示 5

月 7日将召开 59次、60 次发审会，拟审核三家新上市公司。 

由于此次 IPO重启早于市场预期，本文将相关 IPO的流程梳理一下。 

时间 证监会 IPO相关信息 

2014/4/18 证监会时隔一年半后，首发 28家 IPO预披露名单。 

2014/4/21 证监会再次发放第二批 18家预披露企业名单。 

2014/4/22 证监会公布第三批 19家 IPO 预披露公司名单。 

2014/4/23 证监会公布第四批 10家 IPO 预披露公司名单。 

2014/4/24 证监会再发第五批 22家 IPO 预披露企业名单。 

2014/4/25 

证监会再发第六批 25家 IPO 预披露企业名单；证监会 4月 25日晚间发

文表示，4月 30日将召开 57 次、58次发审会，拟审核四家主板拟上市

公司。 

2014/4/28 证监会发布第七批 22家 IPO 预披露企业名单。 

2014/4/29 证监会再发布第八批 12家 IPO预披露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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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30 

证监会第九批 30家 IPO预披露名单；暂停 18个月的 IPO 发审委重启审

核。证监会表示 5月 7日将召开 59次、60次发审会，拟审核三家新上市

公司。 

2014/5/4 证监会再发 25家 IPO预披露名单。 

2014/5/5 
证监会再发 30家 IPO预披露名单；表示 5月 9日拟审核三家创业板新上

市公司。 

 

陆续刷新的信息披露平台背后，是自 2012年初第一轮预披露革命的延续。彼时的 2月份，

发行部和创业板部联合做了三件事情：审核流程、审核名单和审核进度向社会公开，将以往在

发审会前五天公布的拟上市企业招股说明书，提前至初审会前阶段进行预先披露。这都形成了

现在信息披露工作的基本框架。然而这仅是开始，从那时起，监管层准备好要为发行审核中的

信息披露制度做更加大刀阔斧的改革。 

 

2012 年第三轮 IPO 改革中，证监会承诺，要“进一步提前新股预先披露时点，实现发行

申请受理后即预先披露招股说明书”。但此后 IPO 进入漫长的暂停期，也就出现了前文中时间

凝固的状态。在这阶段中，信息披露改革的工作仍在继续。2013 年第四轮新股改革征求意见

稿出炉时，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预披露时间再次提前，“申报即披露”得到展现。 

“自受理之日起，对申报材料的真实准确完整要负完全的法律责任”，这句话被监管层反

复运用，并延伸出一系列的后端惩戒措施。此后，史无前例的六个月修订，伴随着长时间的

IPO停顿，使第四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成为“逐步推进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重要

步骤”。而在这种调整中，随着注册制的定调，预披露改革的重要性仍然被突出。2013 年 11

月底发布的新股改革意见中，“申报即披露”被保留，那之后，所有排队的企业都在为此做准

备。 

有一点可以看出监管层对于这个预披露时钟前拨的重视性。新股改革意见发布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2013年 12月 2日，监管层便召开新股发行重启动员会议。姚刚在讲话中用了大量

篇幅阐述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并表示本次指导意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 IPO注册制相互辉

映，突出强调信息披露，要求比以往严格，一经受理就要立即披露。他指出，信息披露越来越

重要，要求保荐机构认真梳理招股说明书，特别是财务数据。 

预披露革命的内涵并不仅在于时间点的拨前，更在于提高信息披露的标准化、透明化与核

心化。这意味着，要做好准备的不仅是企业，还有监管层自身。在 4 月 18 日首发信息全新平

台上线之前，监管层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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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于信息披露标准的梳理。在启动预披露提前一个月的 2012 年初，当时发行监管

部门有针对性的开始加强对于风险揭露的提问，比如，加强对于公司财务信息真实完整性的提

问。而向 Facebook的招股书学习风险提示，也在彼时被提出。根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监

管层获得的信息，以当时的日常监管看，反馈意见有 90%是围绕信息披露。 

度过有针对性的加强风险提示信披要求后，往注册制过渡的重点还在于，合规性审核要透

明化、标准化、制度化。2012 年 10 月 10 日起，IPO 审核暂停的近 13 个月，恰好给了监管部

门一个机会，完成这个标准化的工作。 

这段时间，发行监管部门将过往所做的审核标准、审核要求，包括反馈意见格式、初审意

见格式、工作底稿要求等作了全面梳理。梳理的目的，在于“提出的反馈意见要有标准化的格

式和内容，对于同类问题，不能出现两位审核员提问角度表达不一样。”证监会发行部负责人

指出。这种梳理已经开始以成文的方式逐渐体现，2013年底到 2014年至今，证监会陆续以监

管问答等方式，细化了一些信息披露要求。事实上，效力更高层次的信息披露规则即将面世。

此前，多家券商投行部门收到监管部门关于创业板招股说明书准则，和上市申请文件的修订征

求意见稿及修订说明书。 

据媒体报道，这主要设计四点修订原则：一是信息披露从监管导向转为投资者需求导向，

取消与投资决策不相关的冗余信息；二是针对创业企业的实际特点，提出差异化的披露要求；

三是信息披露简明易懂、语言浅白，强化招股说明书的可读性；四是贯彻落实新股发行体制改

革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等意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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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家预披露公司中，主板 16家，中小板 4家，创业板 8家。 

 

28家预披露公司中，主板 16家，中小板 4家，创业板 8家。 

 

 

 

 

 

 

 

 

 

 

 

 

 

 

 

二、IPO再造审核流程 

 预披露的历史即将被刷新，而与之同时被改造的，还有沿用了多年的审核流程。2014年

4月18日下午，证监会宣布了新的首发审核流程，涉及三个环节的变化。 

一是发行监管部在正式受理后即按程序安排预先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后初审会前，再按规

定安排预先披露更新。 

二是鉴于已要求保荐机构建立公司内部问核机制，在首发企业审核过程中，不再设问核环

节。 

三是将首发见面会安排在反馈会后召开。 

事实上，以往的审核流程依次是受理、见面会、问核、反馈会、预先披露、初审会、发审

会、封卷、会后事项、核准发行等主要环节。 



  

                                  博 研 周 报 

http://www.chinastock.com.cn/yhwz/postdoc/index.shtml.chinastock.com.cn 

过去的流程中，分别负责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审核的原发行监管部与原创业板发行监管

部，流程上有所差别，如发行部是见面会、问核在反馈会前面，创业板部则是恰好相反。 

这种调节背后是流程再造。第一个环节中，等于确立了预披露的迭新制度，保证在整个审

核环节中的公开披露信息都是实时更新，并且实现了留痕作用，体现了整体新股改革的信披理

念。对应到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的改变而言，这将极大的改变以往“挤牙膏”式的信息披露做法。

“以前我们会在一些问题上做选择性的披露，如果监管层不问，就不予披露。如有十个方面的

问题，监管员关注的只是两到三个，主要准备这两三个就好了。”一位沪上大型券商的投行人

士指出。 

第二个环节中，原有安排则是旨在督促、提醒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做好尽职调查工作，

安排在反馈会前后进行，参加人员包括问核项目的审核一处和审核二处的审核人员、两名签字

保荐代表人和保荐机构的相关负责人。一直以来，新股改革都倡导市场各主体归位尽责理念，

此次在要求保荐机构建立内部问核的基础上，将此前问核的环节取消，也就实现了问核责任的

转移。并通过披露留痕等的事后事中监管手段，保证责任转移之后的实施效果。 

对应到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而言，如何能够把问核做好，将是未来的挑战。不过，改变已经

在产生，经历IPO财务核查及事后监管加强，很多投行重新将风控提上首要位置。“此前的自查

是投行和内核部门加入，IPO自查长远看确实利于整个市场的完善。公司的应对措施主要就是

加强风控，这也是公司一直强调做的。”一位西南地区投行人士指出。 

第三个环节中，则是出于效率提升之考。一位监管层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这

能够增强见面会的交流针对性，提高见面会效率。原有的见面会环节，旨在建立发行人与发行

监管部的初步沟通机制。见面会参会人员包括发行人代表、发行监管部部门负责人、综合处、

审核一处和审核二处负责人等。会上由发行人简要介绍企业基本情况，发行监管部部门负责人

介绍发行审核的程序、标准、理念及纪律要求等。 

原有的反馈会环节，则是由审核一处、审核二处审核人员审阅发行人申请文件后，从非财

务和财务两个角度撰写审核报告，提交反馈会讨论。反馈会主要讨论初步审核中关注的主要问

题，确定需要发行人补充披露、解释说明以及中介机构进一步核查落实的问题。 反馈会后将

形成书面意见，履行内部程序后反馈给保荐机构。保荐机构收到反馈意见后，组织发行人及相

关中介机构按照要求落实并进行回复。审核人员按要求对申请文件以及回复材料进行审核。 

事实上，这种原有的程序安排上，由于缺乏前期的有针对性沟通，使得更多发行审核人员

参与的见面会成为了简单的介绍流程，经历调整之后，使得见面会能在有针对性的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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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效率就自然提高。在原来的流程中，创业板的审核就按照这个程序执行。机构调整后的监

管理念统一效应，也在此次流程再造中体现，本次一并公示了再融资审核工作流程和企业基本

信息。今后，主板、中小板、创业板首发及再融资申请的审核流程和企业基本信息将统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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