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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创业板退市程序的完善
———兼评《2012 年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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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2． 华中师范大学 农村法律问题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要： 完善退市程序具有保障退市机制的公正实现 、维护市场主导性、维护市场秩序和市场效率
的价值。境外成熟创业板市场的程序监管的集中性 ，程序执行的阶段性和退市后去向的多样性几个特
摘

征，可以为我国所借鉴。我国现行退市程序行政力量过度干预 、程序时间冗长、不禁止借壳重组、复核制
度流于形式、退出渠道不通畅。我国创业板退市应弱化行政干预、缩短程序时间、完善复核制度、疏通退
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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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9 年 10 月 31 日我国创业板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迄今已逾两年。 在过去的两年中，
258 家创业板公司上半年总共实现营业收入 283 亿元，
创业板得到迅速发展。据 WIND 数据统计显示，
［1］

实现净利润总额为 90 亿元

。但各种问题也不断地显现出来，跌幅剧增，利润下滑［2］，高管辞职套现

［3］

等愈演愈烈 。作为一种市场纠错机制，退市制度引起了业界的普遍关注。为了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
2011 年 11 月 28 日深交所出台了《关于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的方案 （ 征求意
的退市，保护投资者利益，
见稿） 》，经过几个月的意见征求及修改，深交所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正式将《征求意见稿 》内容落实到
《创业板上市规则》，形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 以下简称“新修订
《创业板上市规则》”） ，并于 2012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笔者结合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就我国
创业板市场退市的程序问题作些分析 。
一、完善创业板退市程序的价值
退市程序是退市机制实现的必要条件 。在萨默斯看来，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才
［4］
能够得到实施 。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行为的进行总要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骤和顺序展开，而程序
正是这一展开。实体固然是程序的前提，但是若没有一套完善的程序，再优秀的实体法律也无法执行，
更勿论实现法律本身的价值。对于创业板退市机制亦如此，只有完善退市程序，退市机制才能被落到实
处，否则再合理的退市标准也是一句空谈 。我国一向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这使得创业板退
市程序的完善更为迫切。同时完善的退市程序也是退市机制得以公正实现的保障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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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杰克逊言道： “程序的公平性与稳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只要程序适用公平，不偏不倚，眼
［5］
里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偏颇，却也说明了： 实体公正只能在程序的公正下才能
获得。故笔者认为，完善退市程序是保障退市机制公正实现的重要条件 。
证券市场的活力在于其市场主导性 ，通过市场规律自由竞争，以达到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目的。
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公权力的传统 ，证券市场也不免沾染浓厚的行政色彩 。而法律程序在运行
中强调一种屏蔽作用，即通过程序的运行，将一些外部的力量排斥在外，从而使程序主体在特定的空间
［6］
内享有免受外界影响的自由 。通过对退市程序的设计，可以使市场与行政各司其职，对行政权力进
行一定程度的“屏蔽”，防止行政权力过度地干预退市行为 ，从而保障市场的自治和自由，维护创业板市

场的市场主导性。
一方面，创业板股票的退市，是一种比较严厉的处理方式，必然导致各方面利益的冲突，如投资者与
上市公司、投资者与当地政府等，严重的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而程序对于平和有序地解决这些矛盾有
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一个较为健全的退市程序，可以提供给当事人相对平等和充分的发言机会 ，使得各
方的对立情绪得到缓解，从而避免恶劣冲突情况的发生，将解决矛盾的方式秩序化从而有利于维护整个
创业板市场的秩序乃至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退市程序具有客观性的同时又是形式化的 ，对于任何人都
是适用的。退市程序为退市行为制定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模式 ，而且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退市的
风险，也必然更加注意行为的自我规范 。这样不仅规范了退市行为而且还为市场主体的日常行为提供
了明确的预期。其对于消除市场的无序性盲目性，以及维护市场秩序有相当的积极作用。 证券市场是
一个充满竞争力的市场，将劣质上市公司清理出去，是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秩序的必要手段，也是市场的
［7］

必然规律。证券市场具有筹资和资源配置这两大功能

。由于资金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所

以就要靠市场的第二个功能即资源配置功能来分配资金 。价值规律引导资金向优质的企业流入，而使
劣质公司难以募集或者少募集资金 ，由此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若市场没有一个完善的退市程序，则势
必会导致过多的劣质公司继续占据市场资源 ，使得市场配置能力下降从而影响到市场的效率。 通过完
善退市程序，使市场的纠错功能得以发挥，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保证市场的运行效率。
二、创业板退市程序的域外立法
世界上较为成熟的创业板市场主要有全美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 （ NASDAQ） 、日本证券商自动
报价系统（ JASDAQ） 、韩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 （ KOSDAQ） 、英国另类投资市场 （ AIM） 、我国台湾
地区柜台买卖中心（ OTC） 和我国香港地区 GEM 市场等。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各创业板市场年
［8］
平均退市率如下 ： 美国 NASDAQ 约为 8% ，英国 AIM 约为 11． 6% ，我国香港 GEM 约为 2． 1% ，日本
JASDAQ 约为 5． 8% ，韩国 KOSDAQ 约为 2． 3% ，我国台湾 OTC 约为 2． 0% 。由此可见，较为成熟的创业

板市场都维持着较高的退市率，而金融业最为兴旺制度最为完善的英美两国 ，创业板的退市率尤甚。这
些创业板的退市机制能够有效地运行 ，合理的退市程序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
1． 美国 NASDAQ 退市程序。美国 NASDAQ 市场退市程序最大的特色是采取了聆讯制 ，为遭到退市
处理的公司提供逐级申诉的途径 ，具体程序如下： 在判定某股票已经不再满足持续挂牌的条件后 ，NASDAQ 将于 7 日内通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有一次申请豁免的机会，并可以申请聆讯。 由独立人士 （ 包
括与上市公司、NASDAQ 无利益关系的法官、会计师、银行家等 ） 组成上市资格小组对有关的所有书面
记录进行复审。聆讯由上市资格小组裁决。在上市资格小组做出书面决定之前可以暂缓摘牌 。如果上
市公司对上述决定不服，可以逐级上诉至 NASDAQ 的上市与聆讯审查委员会，接下来是全美证券协会
理事会（ NASD） ，直到上诉至美国证监会，证监会的决定为终局裁决。 退市后，公司大部分进入 OTCBB
市场，也有少部分进入粉单市场。
2． 香港 GEM 退市程序。香港 GEM 退市程序分为停牌程序和除牌程序，停牌和除牌程序均由联交
所决定。具体退市程序如下： （ 1） 停牌程序，发行人应当尽量地采取避免其证券停止交易的措施，只有
在平衡各相关方面的利益后仍然认为必须停止交易的情况下才采取停牌措施 。交易所在行使除牌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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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到通知义务，发行人有六个月补救期。（ 2） 六个月补救期届满，公司仍未达到上市要求，联交所即要
求公司重新制定整改方案，公司应该在六个月内提交重整方案。（ 3） 若公司在上述六个月内仍然未能
改变被联交所摘牌的决定，联交所即可取消发行人的上市地位 ，发行人接到通知后应发出公告。（ 4） 上
市公司在接到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做出的除牌决定通知的 7 日内，可以就决定申请上市复核委员会复审 。
上市复核委员会应召开听证会，对该决定进行复核。如果对上市复核委员会的复核上市公司仍有异议
［9］
的，还可以请求上市上诉委员会进行复审 ，该复审是最后裁决。退市后，股票不再公开交易 。
3． 韩国 KOSDAQ 退 市 程 序。 韩 国 KOSDAQ 市 场 股 票 的 退 市 仍 由 交 易 所 决 定，具 体 程 序 如 下：
（ 1） KOSDAQ委员会决定对上市股票予以退市； （ 2） 在交易所将退市事实通知给上市公司后，上市公司
可于收到通知起七个工作日提交书面异议 ； （ 3） 交易所于 15 日内召集上市委员会进行审议，并给予上
市公司陈述意见的机会； （ 4） 交易所在上市委员会审议之日起三日内决定是否停止上市 ，此决定为最终
裁定。退市后，股票进入 KOTCBB 市场或者不再公开交易。
比较考察域外的创业板退市机制 ，它们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程序监管的集中性。通过以上退市程序的对比，不难看出，创业板公司股票退市的管理和决
定的权力都集中在交易所，而且行政干预较少。美国 NASDAQ 上市股票退市由 NASDAQ 上市资格部或
者上市调查部决定，只需报证监会批准即可。而其聆讯程序里最关键的上市资格小组由银行家 、会计师
等独立人士组成，缺少行政干预的色彩。 美国 NASDAQ 退市监管虽然有一定的行政介入，但是还是以
交易所为主。韩国 KOSDAQ 退市监管主体与美国类似。 香港联交所则是在上市公司退市决定上具有
绝对权力，无需证监会批准。创业板退市程序的监管权集中于交易所的理论根据在于 ： 公司证券在交易
所上市是一种契约行为，公司和交易所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公司退市必须遵守双方签订的上市协议，由
［10］
此约束双方的行为 。监管权集中于交易所，使得退市的执行程序更具有操作性 。
其次，程序决策的逐步性。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退市，其监管权集中于交易所，但是退市决定并不是
一锤定音，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退市程序的逐步性以美国 NASDAQ 最为典型，虽然 NASDAQ 的年
均退市率高达 8% ，近年来每年的退市公司甚至多于上市公司 ，但是它的退市过程却是最为严谨和繁复
的。交易所允许公司对交易所决议提出异议 ，并且分层次逐级申诉。在 NASDAQ，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
要真正地退市，需要经过一个决策聆讯再决策再聆讯直至上诉到证监会的过程 。 这样就充分考虑上市
公司的利益，赋予上市公司能够有机会利用正当的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机会 ，保证退市决策
的公开、公平以及减少退市决策的失误。
再次，程序执行的阶段性。创业板虽然严格执行退市标准，但是在实际执行股票退市时，往往采取
［11］
一些阶段执行的方式，给上市公司提供一个补救的机会 。 在 NASDAQ，如果公司出现不能满足持续
上市条件的情况，触发退市程序，交易所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上市公司 30 天或者 90 天的期限。 香港

GEM 市场的退市分停牌和除牌两个阶段 ，也体现了执行的阶段性特点。这样避免了大量公司由于突发
性变化而摘牌，而且消费者也有足够充足的时间考虑如何做出抉择 ，也保证了投资者的利益。
最后，退市后股票处理方式的多样性。成熟的海外创业板市场大多建立了多层次的证券市场 ，为上
市公司股票提供了较多的退市渠道 。NASDAQ 上市股票退市后多退入 OTCBB 市场或者粉单市场； 韩国
KOSDAQ 股票退市后约 50% 进入 KOTCBB 市场，另 50% 则不再公开交易； 日本 JASDAQ 部分退入绿单
［12］
市场； 英国 AIM 退入 PLUS 市场或者其他市场如 AlterNet 。而香港 GEM 中股票退市后则不再进行交
易。退市后余股处理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对于投资者来说，给予投资者在股票退市后卖出股票的机会，

从而减少因为公司退市而带来的损失 ，缓解退市风险； 另一方面，对于被退市公司来说，给予其一定程度
上保持公司信用和继续融资的机会 ，为退市公司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空间 。
三、我国现行退市程序制度检讨
创业板于 2009 年 10 月 31 日推出，迄今仅两年余，因为其时日尚短，故时至今日对退市行为进行规
制的法律规范并不多。除普遍适用 2005 年新修订的《证券法 》和《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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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外，现行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规则 》） 规定为
主。令人欣喜的是，由于创业板乃至整个证券市场的退市问题日益得到各方面的重视 ，关于退市的立法
活动也在积极地进行。
根据 2012 年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我国创业板市场退市程序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 ：
1． 退市前阶段： 上市公司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 。当股票出现现行《创业板上市规则 》13． 2． 1 规
定十一种情形时，由证券交易所对其施以退市风险警示 。上市公司应当在股票交易实施风险退市警示
之前一个交易日向社会公众指示退市风险 ，发布有关的公告。 证交所决定上市公司股票的暂停上市。
上市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情况仍未改善的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被交易所实施停牌 ，其
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由交易所作出是否暂停其股票上市的决定 。交易所在作出暂停股票上市决定后，
在报证监会备案的同时通知上市公司并公告 。
而在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中，不再实施现行的“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方式，即 ST 制度，这也是
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在退市程序方面最大的改进。纵观我国主板市场，上市公司只生不死的神话
在主板市场演绎得淋漓尽致。而其中的长时间的退市程序，特别是 ST 制度的实施，是引发退市机制全
面失败的根源性因素之一。在实际操作中，资产重组的预期给许多原本亏损的劣质企业戴上了光环 ，被
冠以 ST 的股票成为被热炒的对象； 而过于漫长的退市程序使得劣质公司得以苟延残喘 ，僵而不死。 主
板退市机制的失败殷鉴不远，而反观现行的《创业板上市规则 》似乎又在重走主板退市程序的老路。 仍
然因袭主板市场的退市缓冲机制，包括继续沿用退市风险警示处理制度 。 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 》取
消创业板中的 ST、* ST 这样“披星戴帽”的退市风险警示处理制度对于创业板市场乃至整个证券市场
的退市机制的有效运行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
2． 退市中阶段： 终止上市及复核。当上市公司出现《创业板上市规则》14． 3． 1 的二十二种情况之一
时，由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强制退市仍由证券交易所决定。证券交易所可以聘请有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调查公司的盈利等情况 ，将该结果提交上市委员会进行审议。 证券交易所在作出终
止上市决定后两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为了保障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
可以申请对交易所的决定进行复核 。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上诉复核委员会，对申请人的复核申请进行
审议形成审核意见。交易所在受理复核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 ，依据上诉复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作出
维持或者撤销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终局决定。
与主板退市程序相比，为了避免无意义的长时间停牌，现行退市规范针对三种退市情况启动快速退
［13］

市程序，缩短退市的时间。具体包括

： 其一，对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中期报告的公司，

最快退市时间由主板的六个月缩短为三个月 ； 其二，对净资产为负的退市情形，暂停上市后根据中期报
告来决定是否退市，区别于主板的根据年度报告决定； 其三，对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或者拒绝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的退市情形，暂停上市后根据中期报告而不是年度报告来决定是否退市。 新修订《创
业板上市规则》中增改了两种情形： 触发净资产为负退市条件的，暂停上市缩短为一年，终止上市缩短
为两年； 连续 120 个交易日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 100 万股出现一次即终止上市，比现行制度出现两次终
止上市的时间缩短。
3． 准退市阶段： 退市整理期及退市整理板。此为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 》中新增加的内容。 新修
订《创业板上市规则》中规定： 在交易所做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给予 30
个交易日的“退市整理期”。在“退市整理期”，其股票移入“退市整理板 ”进行另板交易，单日涨跌幅限
制为 10% 。
4． 退市后阶段： 退市股票的去向。《创业板上市规则 》并未做统一的规定，创业板上市公司终止上
市后可以直接退市，符合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要求的，自主申请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而新修订《创业
板上市规则》明确了退市公司去向，上市公司股票退市后统一平移至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重新回归主
板要求上市公司退市后必须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模式 。
除此之外，创业板市场的退市程序与主板市场的规定几乎一致 ，殊无新意。
我国创业板启动已逾两年，截至 2011 年 11 月初，共有 277 家公司上市，这些上市公司股票中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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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74 华平股份、
没有“垃圾股”，比如创业板中净利润增长率倒数三位的三家股票 ： 300023 宝德股份、
［14］
300068 南都电源的 2010 年下半年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 － 82% 、－ 77% 、－ 69%
。然而时至今日却没
有一家公司的股票被强制退市。如前所见，我国创业板退市并非没有程序规范 ，但是继主板退市机制全
面失败之后，创业板退市又面临同样的境地。此间固然是退市机制中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综合结果 ，但是
退市程序作为退市机制中的将退市行为直接落实的环节 ，与创业板退市困境的产生有着莫大的关联 。
现行退市程序的主要问题包括：
1． 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证监会过度干预退市审批和地方政府阻挠退市程
序的进行。一方面，《创业板上市规则 》中规定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由证券交易所决定，证券交易所只
需在做出该决定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即可 ，毋须证监会的批准。 而在由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亏损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 》中规定，如果证券交易所没有妥善行使处理权限，证监会有
权撤销其决定。由于证监会的立法位阶要高于交易所，那么《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
办法》作为证监会发布的规章，其效力则高于《创业板上市规则》。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交易
所对上市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决定权便沦为摆设 。 由于“妥善行使权限 ”标准的约束和证
监会的强势行政地位，证监会在实质上掌握了对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决定权 ，证券交易所整体上缺乏
应有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退市程度的阻挠，也是我国创业板市场乃至整个证券市场退市机
制健康有效运行的最大障碍。以我国主板市场的经验，一旦上市公司面临摘牌风险时，地方政府往往会
对其实施政府救济，主动地介入公司的“保牌”行动。较近的如德州市政府补助 5361 万元帮助 ST 德棉
［15］

解除退市警报 ； 南宁市政府向 ST 南化补贴 3． 3 亿元保牌等。 我国的中小企业板有着创业板试验田
之称，在中小企业板的退市操作过程中，公司住所地的地方政府也出现了帮助面临退市风险公司“保
牌”的现象。可以预期，在创业板退市机制针对某公司启动时，公司住所地政府极可能会干预其退市。
地方政府热衷于阻挠退市程序主要有三点原因 ： 首先，能够上市的公司往往是当地的龙头企业，关乎一
方政府的政绩和财政情况，上市公司一旦退市往往会给当地政府造成相当大的政绩考核压力 ，也会对当
地经济指标以及政府财政造成影响 。其次，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长期以来由国营企业主导，“企业办社
会”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企业往往承担了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导致后来的民营企
业背负了太多市场以外的责任。一旦企业被退市，这些原由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势必增加政府负担 。
再次，一家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众多，一旦公司股票退市，也就意味着投资者手中的股票将贬值甚巨或者
沦为废纸。在缺乏投资“风险自负”文化的中国社会，很有可能因此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也是“维稳 ”压
力甚大的地方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 。行政干预凌驾于市场之上，行政色彩浓厚，使得退市程序难
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 ，造成退市机制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市场退出机制失灵，从而无法实
现证券市场的优胜劣汰，甚至容易诱发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 。
2． 退市程序持续时间冗长。首先，退市程序持续时间冗长主要表现在现行《创业板上市规则 》沿用
了主板 ST 制度，该制度的弊端与危害之前已经讨论，在此不再赘述。2012 年 4 月 20 日出台了新修订
《创业板上市规则》，若该项修正能够得以落实，那么对整个创业板市场来说功莫大焉 。 其次，深交所一
直强调的“快速退市”程序，在《创业板上市规则》体现为在三种情况下启动退市程序，其时间较主板有
不同程度的缩短，分别为： 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中期报告的公司 ； 净资产为负； 对财务会计
报告被出具否定或者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但是该项程序制度的设计并非无懈可击，对于改善退
市程序冗长的状况聊胜于无。第一，净资产为负的情况。诚然，净资产这一项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创业
板公司未来的盈利空间，适合创业板的特点。但是从主板退市制度在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来看 ，财务指标
造假已经成为退市制度严格执行的一大障碍 ，而管理者在整治这一方面的问题时一直有心无力。 由此
可见，在创业板市场中这一创新的制度很可能流于一纸空文 。 第二，关于审计意见方面的快速退市情
形。这一制度在实际中，却很难有实质性的效果。盖因会计师事务所是上市公司所聘用的 ，两者之间存
［16］

在着重大利益关系

。会计师事务所靠为各大公司服务而生存 ，很少会有会计师事务所冒着失去客户

的风险而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有着充分的动机与上市公司勾结串通，出具
虚假的审计报告。而在现实中会计师为上市公司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情况确实也层出不穷 ，据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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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发布的《关于地方协会 2010 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通告 》显示，仅 2010 年就有 123 家事
［17］
务所和 298 名注册会计师受到惩处 。2001 年，国家审计署组织有关部门对 16 家具有上市公司审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质量进行检查 ，在出具的 32 份审计报告中，其中 14 家会计师事务所出
［18］
具了 23 份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 。可见，在会计审计报告造假泛滥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之前 ，该
项快速退市的制度，也很难起到作用。而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 》中新增改的两种情况触发净资产为
负退市条件的，暂停上市缩短为一年，终止上市缩短为两年； 连续 120 个交易日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
100 万股出现一次即终止上市。这一规定不乏旧瓶装新酒的意味。 触发净资产为负退市条件的情形之
前已经论述，在解决财务指标造假泛滥的问题之前 ，仅将时间缩短，可谓隔靴搔痒，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
题。而连续 120 个交易日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 100 万股这一条件，更是广泛地遭人诟病，在股市投机蔚
然成风的中国，对于绝大多数公司来说连续 120 个交易日累计股票成交量不少于 100 万股绝非难事，我
国自 1991 年创设 A 股市场以来，到达此标准的仅有金宇车城一家。 故该项规定在我国创业板的实施
预期效果，笔者并不乐观。
3． 未禁止借壳重组。借壳上市是指一家非上市公司透过把资产注入一家市值较低的已上市公司 ，
得到该公司一定程度的控股权，利用其上市公司地位，使母公司的资产得以上市。“借壳上市 ”让上市
公司免除了后顾之忧，让退市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信息不对称还可能引发内幕交易以及股价操纵 。我国
主板市场启动 20 年以来，借壳上市泛滥成灾，对我国证券市场造成极大的危害。 创业板因为其上市公
司规模比主板小，重组成本低，同时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性也很难与主板公司相比 ，所以创业板公司原
有的大股东比主板市场有更强的套现动机，“借壳上市 ”的现象可能比主板更多。 所以针对这一可能
性，创业板在启动伊始就强调不允许借壳重组 。 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表示“创业板退市制度的核心是
［19］
不允许借壳重组” 。但是从深交所发布的《创业板上市规则 》来看，事实却并非如此。《创业板上市
规则》13． 2． 16 中规定，在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的情况下，如果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和解协议执行完毕、法院做出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或者作出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 ，公司可以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创业板上市规则》第十四章第二节关于恢复上市的规定中至少有两处提到与重组相
关的内容，分别是： （ 1） 14． 2． 9 规定，保荐机构在核查过程中应对公司重大出售或者购买资产行为 ，重组
后的业务方向予以充分关注和尽职核查 。（ 2） 14． 2． 15 规定，上市公司提出恢复申请时，应当向交易所
提交的文件含有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说明 ，包括重大资产重组的内部决策程序、资产交接、相关收益
的确认、实施结果及相关证明文件等。而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 》中对于被暂停上市公司的重组行为
也使用了“不支持”这一表意模糊态度暧昧的用词。 以上种种，在笔者看来，我国的相关规定实际上并
没有明文禁止借壳重组的行为，反而在暗示这种行为是被允许的。这就为资产重组预留了后门，增加了
创业板上市公司壳资源的价值，这对目前尚未有完善并购准则的创业板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
患，有悖于创业板一直宣扬的严禁借壳重组的原则 。
4． 复核制度流于形式。通过对比海外成熟的创业板市场可知，成熟的创业板市场都有一套相对完
善的复核机制，比如美国 NASDAQ 的聆讯制，香港 GEM 的听证制，而且复核由专门的机构进行，复核的
决策具有决定性效力。《创业板上市规则 》规定，上市公司对交易所做出的暂停上市、终止上市决议不
服的，可以在收到相关决定后七个交易日之内向交易所申请复核 ，交易所在受理复核申请后三十个交易
日内，依据上诉复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做出终局决定 。其间问题在于： 虽然设立了上诉复核委员会，但
是这个专门机构只提供审核意见，最后的决定仍然由交易所做出。由交易所来审核自己做出的决定，未
免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嫌疑 ，最终的复核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5． 退出通道不完善，退市及准退市股票缺乏流动性。我国主板市场退市后的主要渠道为代办股份
转让系统，而《创业板上市规则》中没有像主板一样规定股票退市后必须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 退市
后，符合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条件的，可以委托券商向证券业协会提出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申请 。但
是，对于那些不符合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条件而还原为非上市交易的公众公司 ，其权属登记、托管、转
［20］
让、行权的制度安排出现了空缺 。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 》明确了退市公司去向，上市公司股票退
市后统一平移至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重新回归主板要求上市公司退市后必须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
10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 年第 2 期

模式。《创业板上市规则》没对退市后股票作出明确的规定固然是一种不作为的态度，但是新修订《创
业板上市规则》中回归到将退市后股票统一移至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并没有有效解决退市股票的去向
问题。
我国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一直以来被视为我国的“场外市场 ”，但是其与传统意义上的场外市场还
是有很大的差别。我国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是带着承担主板历史遗留问题 ，承接退市股票的职责而出现
的，与其他国家的场外市场比，它功能单一且不能发行证券，所以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场外交易市场 。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流动性的缺乏 ，极大地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证券市场和
股票的生命在于其流动性，而公司股票一旦退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其流动性则急剧下降，而且其股价
［21］
往往缩水数十倍。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在 2009 年的累计交易量仅 1． 07 亿股 ，与深市日均近 700 亿股
的交易量相比不及其零头。缺乏流动性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更像个“死板 ”，无法很好地起到保护投资
者利益的作用。所以说，是否将股票统一移至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对于股票本身和投资者双方来说，其
结果相差不大。这也使得相关部门在对创业板退市股票是否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上几经反复 。统一
将创业板退市股票重新移至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更多的只是一个尴尬的权宜之计 。
深交所发布的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中，首次提出了在创业板市场中设立“退市整理板 ”和“退
市整理期”。所针对的对象是交易所做出终止上市决定后但终止上市前的“准退市股票 ”。 深交所此
举，旨在保证投资者在创业板公司退市前拥有必要的交易机会 ，使投资者有充足的时间处理手中持有的
股票。但是，这些被移入“退市整理板”的股票已经被交易所下达了“死刑判决书”，即将面临退市，在激
烈的竞争环境下很难逆转实现再回到创业板 。这种情况下，让投资者在 30 个交易日内转让这些股票，
很难想象有谁愿意接手这些烫手的山芋。“退市整理板 ”面临着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相同的境遇和尴
尬，即缺乏流动性或者股票大幅度贬值 ，其最终效果如何尚待时间的考验。
四、完善创业板退市程序的构想
（ 一） 创业板市场及其退市程序的价值取向
创业板市场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对于我们要建立和完善一个什么样的退市程序 ，具有提纲挈领
的作用。效率是价值取向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原则 。经济法学家们认为： 所有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和
法律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也就是以法律手段
［22］
促进资源的最佳配置，促使有效率的结果的产生 。 具体到创业板市场，效率就是发挥筹资与资源优
化配置的作用。而秩序，也是最基本的价值之一，是人类活动的必要前提。“秩序所关注的乃是一个群

体或者政治社会对某些组织规则和行为标准的采纳问题 。这些规则和标准的目的就是要给予为数众多
［23］
却又混乱不堪的人类活动以某些模式和结构 ，从而避免发生失控的动乱。” 具体到创业板市场，则体
现为对市场进行规制和约束。设置一定的惩罚措施对上市公司形成威慑，保证整个市场的有序运行。
退市机制则正是这样一种维护制度的手段 ，而退市程序是这个手段中重要的一环。 我国的市场一直以
来都有“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传统”。那么，效率还是秩序，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到底应该坚持哪种价
值取向？ 宽松还是严格，我国的创业板退市程序又将采取哪种态度呢 ？ 笔者认为，应当效率优先，兼顾
秩序，理由如下：
首先，将效率的位阶放在秩序之上在于： 其一，资金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为了整合散存
于社会上的资金资源，让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达到最有效率的结果，证券市场应运而生。 可以说效率是
创业板市场最本质的预设价值。 抛开这个根本价值去谈“秩序 ”，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末倒置。
其二，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上升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如何高效地配置资源积累财富始
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时期，往往是经济飞速增长与大量问题并存的时期 ，如 18 世纪的英国与 19
世纪的美国。海外成熟的创业板市场的秩序井然 ，是建立在其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主要矛盾由快速
创造财富转为如何公平分配上。任何一个制度不能脱离其生长的实际情况而凭空运转 。抛开我国现阶
段的国情和主要矛盾这个大前提而奢望设立与国外成熟的创业板市场同样严格的机制 ，是很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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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本末终始，对于“效率”与“秩序”这一对价值，应以“效率”为本，“秩序”为效率服务。
其次，效率为主的同时也应该兼顾秩序。虽然说创业板市场效率是第一位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秩
序应该被忽略。亚当·斯密所设想的完美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 ，所以一个没有机制约束的市场必然
失去秩序，而一个失去基本秩序的证券市场，很难有效率地发挥其筹资和资源配置的作用，甚至无法健
康地运转。所以，为了市场能够正常地运行，必须维持一个必要的秩序。现在我国创业板市场的乱象初
显，结合前述创业板退市程序的缺陷，我国创业板的秩序离这个“必要的秩序 ”尚有差距。 为了避免重
蹈主板陷入长期混乱的现实，我国需要一个比现行规定更为严格的退市程序 。
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发展应该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 。创业板的约束机制也应坚持以效
率为重，但是应将市场混乱情况控制在一个不至于影响到市场基本运转的程度 。所以，我国创业板市场
退市程序的设置上应该采取比现行规定更为严格 ，比海外成熟创业板市场更为宽松的态度 。
（ 二） 完善我国创业板市场退市程序的思考
1． 减少行政干预，保障交易所的自主性。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改变政绩观，减少对退市程序的行
政干预以及对退市公司的财政补贴 。将眼光放在整个经济生活长远的发展上，而不是只看某家上市公
司这一城一地的短期得失。使得市场的淘汰机制有序实施，实现正常的优胜劣汰，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
市场大环境，从长远和整体利益来看，不论是对公司所在地的民生经济还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都是有
益无害的。另一方面，在证券交易所被赋予退市程序处理的实质权限的前提下，理顺《创业板上市规
则》与《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 》的衔接关系，消除实质性的约束，淡化证监会的行
政监督。证券交易所既拥有退市处理的决定权 ，也有具体程序的操作权。 而证监会仅对证券交易所的
决定和执行程序进行合规性审查 ，并不做实质性审查。由证券交易所掌握退市程序的实质权限的优点
［24］
在于 ： 一方面在于证券交易所是上市公司的直接管理机构 ，对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首先反映在证券
交易所。一旦发生异常，证券交易所可以迅速采取对策及时做出处理 。 另一方面，证券交易所是会员
制，证监会代表国家行使对证券市场的监督 ，两者应该相互配合，分工合作，不越位不缺位，保证对上市
公司出现的行为能够及时解决。
2． 建立快速退市制度，完善相关配套机制。一方面，继续缩短退市程序的操作时间。 根据《创业板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触发退市情形，除前述少数几种情形外，各阶段的补救期长达六个月，最短要两年
才能真正地退市。如此长的退市时间，大量退市时间滞留股市，放大了股市的风险。 而美国 NASDAQ
市场，交易所根据情形的不同给予公司 30 到 90 天的缓冲期，大大减短了退市的时间。 相较之下，我国
创业板规定的时限过于温和。所以，在退市前缓冲期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
机制都不可能单独发生作用，退市程序亦然，它需要各种制度多方面的支撑。任何一个方面的缺位都会
［14］
使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不完善 。要真正落实快速退市制度，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必不可少。 在现有的
制度下，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是决定其是否退市的关键依据。 所
以现阶段，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造假责任追究制度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造假信息披露监管制
度，是解决快速退市制度落实问题的当务之急 。
3． 完善复核制度，扩大退市听证程序适用范围。NASDAQ 市场的退市程序为上市公司设立的层层
复核的机制，使得上市公司在被决定退市后有足够的申诉机会和救济途径 。 我国可以借鉴 NASDAQ 市
场的做法，在现行退市复核程序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首先，复核的决定权由交易所下放到复核委员会，
复核委员会做出的复核决议有法律效力 ，而不需交易所批准。 这样就避免交易所“既做运动员又做裁
判员”，导致复核程序流于形式。其次，在复核委员会下设立上诉听证小组，在复核程序中加入听证制
度。该小组由与交易所和相关公司无关的会计师 、律师、金融行业专家等组成。被决定退市公司在接到
退市通知后申请听证的，由听证小组主持听证程序并生成专家意见 ，复核委员会根据该意见做出复核决
议。2012 年深交所发布的《新修订〈创业板上市规则 〉》中增加了对公开谴责的听证程序，虽然听证涉
及的范围较小，但是也是一个可喜的信号。交易所应当继续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并尽早出台听证
程序的操作细则，使听证程序发挥实际效用。
4． 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疏通股票退市的渠道。上市公司虽然退市，但是依照《公司法 》的规定，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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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并不意味着破产和解散，公司仍然存在并且运作，股东仍然可以进行股份转让。创业板退市程序是否
能顺利地进行，关键在于如何保证投资者有机会卖出所持的股票 ，降低公司退市带来的风险，缓解退市
带来的市场反应。而其间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给股票退市“善后 ”。 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常采取的做法
就是设立多层次市场，如美国的粉单市场、OTCBB，日本的绿单市场，韩国的 FOTCBB 等。 虽然诸如香
港 GEM 市场股票在退出 GEM 之后不再公开交易，但是整个 GEM 的退市机制以及市场环境有其自身特
点。GEM 之所以能够实施直接退市而投资者没有较大的反应 ，是建立在退市前相对完善的听证制度以
及退市后对投资者提供相对完善的司法救济的基础上的 。我国在听证制度和司法救济相对缺乏的状况
下，建立多层次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已具雏形，即主板市场 （ 上海和深圳交易
所） 、二板市场（ 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 ） 和场外交易市场 （ 包括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和各地产权交易
［25］
。但是总体来看，我国的多层次市场建设进度缓慢，承接创业板的场外市场中，代办股份转让系
所）
统及退市整理板如前所述在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及企业的发展方面作用不大 ，各地产权交易所没有形成
统一市场交易机会也是有限。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创业板上市公司退市，投资者和上市公司都蒙受了巨
大的损失。而在完善的市场体系下，转板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创业板市场与场外市场有机衔接，资本流
动充分，则既能为公司提供现金流保证，又可以避免广大投资者的股票过分贬值甚至变成废纸 。笔者认
为： 首先，可以考虑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为基础 ，进一步改革交易制度与竞价方式，引入做市商制度，允
许公司融资等措施有效激活市场，提高市场的流动性，让其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转变。 其次，可以考
虑整合地方的产权交易所，建立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股权交易中心 ，增加股权的流动性，完善其市场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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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mprovement of the Delisting Procedures of GEM in China
—Comments on Rules Governing Listing of GEM Stocks on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 2012 Revision）
Jiang Hai1

He Jie2

（ 1． College of Law Science，Hainan University，Haikou，Hainan 570228； 2．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9）
Abstract： Improving delisting procedure has the value of making delisting system into reality and maintaining
the guiding function，order and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The concentration of mature GEM procedure regulation
abroad，periodic procedure performance and the varieties of solutions to delisting are good for China． In the
present delisting procedure in China，there are many problems，including excessive intervention of executive
power，lengthy procedure，permissiveness of back door listing，rechecking system of formalism，clogged ways of
exit． In other words，the delisting system of GEM in China is supposed to weaken administrative interference，
shorten time of procedure，improve the rechecking system and regulate channels of exit．
Key words： GEM； delisting；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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