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邢 萌

一直以来，上市公司股东股权
质押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控
股股东高比例质押暗含的风险，更
是牵动着投资者的神经。

《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 iF⁃
inD数据梳理发现，截至 12月 2日，
A股有2308家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质
押，占上市公司总数的近50%；上述
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4167亿股，占A
股总股本的 5%。其中，有 314家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存在高比例质押股
权的情况（质押比例超80%）。

业内专家认为，在上市公司股
价波动较大或股东流动性遇到困难
的情况下，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可
能触发强制平仓，由此或引发控制
权转移等风险。对于投资者而言，
应重点关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情
况，结合高负债、高商誉等其他风险
点综合判断，理性投资。

多家公司控股股东
质押比例超80%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一举一动
颇受市场关注。

监管部门对于控股股东股权质
押信息披露要求严格。根据沪深交
易所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质押比例超过 80%的，应进一步披
露质押融资具体用途、股东资信情
况、高比例质押原因及必要性、与上
市公司交易情况等信息，引导控股
股东敬畏风险，合理控制质押比例，
从源头把控风险。

记者据同花顺 iFinD数据统计，
截至 12月 2日，有 314家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累计质押数量占持股的比

例超过 80%，较年初数量有所减
少。而且，年内有 18家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高比例质押全部解除，目前
质押率“归零”。

从这 18 家上市公司的情况来
看，解除质押的原因多样，部分公
司控股股东为正常办理股份质押
登记解除手续，也有个别公司控
股股东是由于债务重组等原因解
除股权质押。例如，有上市公司
原 控 股 股 东 持 有 公 司 29% 的 股
份，全部质押给银行，后与另一家
公司签订了债务重组协议书，因
此将所持部分股份协议转让给该
公司，并于今年办理过户及解除
质押手续。此后，该控股股东自
行解除剩余股份质押，由此其持
股全部解除质押。

对于这些股东此后的质押计
划，有上市公司表示“未来将基于相
关融资需求而定”。

“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目
的是为了获得信贷资金，从而满足
融资需求。”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高磊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一方面，控股股东或关
联方因资金紧张质押股份融资。
另一方面，股权质押作为增大投
资杠杆的方式，可以在不影响上
市公司表决权、资产收益权、剩余
财产分配权等情况下，扩大对资源
的利用。

高磊进一步表示，部分控股股
东出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的考虑，
如为上市公司获取信贷资金提供
股 权 质 押 担 保 。 而 除 融 资 需 求
外，还应警惕因股权转让的限制
而采取的变相套现转移风险。该
动机里本身就包含着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对自身股价已经估值过高

的判断。

高比例质押
存在强平风险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过高，
往往会引发控制权转移等风险。”华
鑫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严凯文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股票价格
出现下跌并触及补仓线时，控股股
东需要追加质押品，如果此时控股
股东质押比例过高，则很有可能无
法追加抵押物，被强行平仓，致使控

股股东和公司面临实际控制权转移
的风险。同时，也可能对上市公司
估值产生进一步影响。”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高比例股
权质押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市场一
旦出现阶段性非理性下跌，会存在
质押股票强平风险，以及引发后续
一系列风险。比如短期股票大幅下
跌导致质押股票强平，进而引发两
融资金等杠杆资金强平的风险。”北
京阳光天泓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王
维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今年以来，有部分上市公司股

价波动较大，因股份质押触发强制
平仓的现象并不少见，由此导致的
控股股东短线交易违法违规行为时
有发生。

12月 1日，某上市房企发布公
告称，公司控股股东近期因股价波
动导致其部分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
于平仓线，股份被动减持，该被动减
持构成短线交易。

王维嘉表示，投资者在选择投
资标的时，需要将高比例股权质押、
高负债率、高商誉等风险因素综合
考虑进去，理性投资。

314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率超80%
部分暗含“连锁强平”风险

SECURITIES DAILY
2021年12月3日 星期五

第266期 总第6420期今日76版

经济日报社主管主办

新闻热线：010-83251730 010-83251760

官方网站：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创造·发现·分享
中国价值新坐标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235 邮发代号：1-286 ●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南路 55号顺和国际·财富中心大楼东侧 3A区 501号/502号 ● 邮编：100071 ● 定价:1.30元
● 零售价:1.5元 ● 编辑部:010-83251730 E-mail：zmzx@zqrb.net ● 广告部:010-83251716 ● 发行部:010-83251713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宣工商广字第093号(1-1) 北京 上海 深圳 成都 同时印刷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详见B1版
元宇宙赛道以百万年薪“抢人”未来五大类人才最紧俏

部分银行房贷审批“松动”：
有银行一天即可批贷

............................A3版

前10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额
同比增长12.7%

............................A2版

莱绅通灵天价离婚案
二审维持原判

............................B2版

本版主编：沈明 责编：陈炜 美编：王琳 崔建岐
制作：王敬涛 电话：010-83251808

谢 岚

加拿大鹅还是有点“飘”。
12 月 1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就

加拿大鹅的消费维权事件发声：任
何品牌在消费者面前都没有特权。
若说一套做一套，动辄以大牌自居，
摆傲娇、秀优越、搞双标、玩歧视，高
高在上，店大欺客，必将失去消费者
信任、被市场所抛弃。

同一日，面对汹涌的舆论，这家
羽绒服奢侈品牌终于在官方微博回
应：加拿大鹅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
规执行退换货政策，全力保护消费
者权益。

但紧接着，上海消保委人士再度
提出质疑：为何在加拿大鹅全球官网
上购物是 30 天无理由退货，而在中
国执行的是7天？

加拿大鹅这种双标做法，引起越

来越多中国消费者不满。3个月前，
梦龙在国内外使用不同原材料的新
闻曝光，再往前，还有丰田“召回门”、
宜家“衣柜门”。可以说，几乎在各个
消费领域都出现过国际品牌对中国
市场的“双标”。

原材料用低配版、召回不包括
中国车主、国内买家不得退货，不仅
仅是双标，而且是单向的歧视。虽
然很多国际化大品牌全球化生产、
全球化销售，但在消费者待遇上，尤
其是相较发达国家市场，中国消费
者仍被置于“下位”。情况往往是国
内消费者发现了、闹一闹、闹大了，
品牌才会扭扭捏捏地动一动，把中
国市场消费者权益的“水位”提上来
一点。

从另一方面说，此类事件越来
越频繁，其实已经证明中国消费者
正在全面觉醒，大力摇醒那些不知

道是“真睡”还是“装睡”的国际大品
牌：搞搞清楚，到底是谁求着谁。

中国已经是众多国际品牌的最
大消费市场，尤其是在全球疫情之
下，中国市场更是一枝独秀，成为
国际品牌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
加拿大鹅最新财报就显示，今年二
季度，其在中国大陆的直营渠道销
售额同比增长高达85.9%。为此，加
拿大鹅也计划不断在中国增开新
店，并大幅调高了整个 2022 财年的
业绩预期。

但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加拿大鹅
们真的如此不可缺吗？

事实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
工业国家，在消费品领域罕有没法
生产的商品。近年来，随着消费升
级和国潮崛起，国货在品牌、质量、
设计上都有了大幅提升，越来越受
消费者欢迎，很多已在国外品牌长

期 盘 踞 的 高 端 消 费 市 场 取 得 突
破。还是拿加拿大鹅来说，离了这
只“鹅”，中国消费者难道就没有高
端羽绒服可穿了吗？——隔壁波
司登正携“万元羽绒服”张臂欢迎
大家呢。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消费者完
全有底气化被动为主动，要求国际
品牌提高中国消费者待遇“水位”，
乃至进一步以中国市场为标杆，成
为他国对齐的标准。除了广大消
费者积极表达态度，理性消费，用
脚投票，笔者也建议，中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应该
及时调整升级，以更好地为消费者

“撑腰”。
譬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
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
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
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
起七日内退货。

加拿大鹅应该也是以此为据，虽
然目前已同意中国消费者退货，但仍

“咬定”七天内，而非执行官网上 30
日无理由退货的相关条款。那么，我
们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否也可以将退
货期限升级，除了生鲜易腐等特殊商
品外，把可退货时间拉长至 30 天甚
至更久呢？

相信这不仅对于中国消费者是
幸事，对于有志于不断精进产品和服
务质量、更好扎根中国市场的国内外
企业来说，也是巨大的驱动力。

加拿大鹅凭啥那么“飘”？中国消费者待遇该提高“水位”了

本报记者 刘 琪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
亮在亚洲金融高峰论坛暨亚洲金
融智库 2021 年会上致辞，他表示，
亚洲各经济体要团结协作，切实加
强金融合作，提升金融普惠性和竞
争力，为经济可持续复苏提供有力
支持。

第一，推动产业链健康运转。
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供应链金
融、贸易金融、跨国并购等跨境业
务，打通区域经济循环堵点。充分
利用数字技术，加强金融产品与模

式创新，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推动产
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充分发挥
金融工具的风险对冲、缓释功能，推
动区域内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增
强产业链韧性。

第二，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
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
创新，丰富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
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加
快整合区域碳金融市场，动员更多资
金参与绿色投资。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框架下，
完善区域绿色金融规则，践行环境、
社会和治理理念，探索金融支持碳达

峰碳中和的路径与模式。
第三，扎实推进发展共享。要汇

聚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国际抗疫，支
持疫苗联合研发、合作生产、公平分
配等，弥合“免疫鸿沟”。利用金融科
技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得
性。培育适合亚洲特点的财富管理
文化，建立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增进
信用评价体系、数据共享平台、区域
金融标准、支付清算系统等领域的协
调合作，着力提升区域金融公共产品
的供给能力。

第四，完善区域金融治理。要

推动亚洲金融规制和标准建设，探
索跨境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促进风
险管理、金融监管的对话磋商，加强
风险预警、评估、处置，维护金融稳
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
规则制定，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亚
洲方案。

同时，周亮表示，下一步将科学
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稳妥
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

一是推动高质量“引进来”。按
照内外资一致原则，持续推动开放
措施落地见效。积极引进具有专业

特色的优质外资机构来华经营，激
发市场活力，优化资源配置，共同构
建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生
态。二是推动高水平“走出去”。稳
步推进中资机构开拓境外业务，鼓
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布
局，主动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三是
推动规则制定与完善。构建与国际
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
模式，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健全境外投资
的法律政策体系，持续完善风险防
控机制，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

中国银保监会：

稳步推进中资金融机构开拓境外业务
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供应链金融、贸易金融、跨国并购等跨境业务，打通区域经济循环堵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