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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交会企业融资部发布中国发行人披露注意事项 

11 月 23 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企业融资部（“CF”）发布了 CF 披露主

0 号（“披露主题”） 1。披露主题对中国发行人——公司总部或公司大部分业务位于中华

和国（“中国”）的发行人——提供了指引。该指引是美国监管机构加强对与中国发行人

投资者保护的最新举措, 特别针对此类公司构成的独特法律和监管风险。该指引遵循了总

市场工作组的建议，表明美国监管机构仍将重点关注那些未遵守美国投资者保护法律的

行人。

题指出，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发行人的敞口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增加，并解释了监管者的

心：“尽管一般来说，进入美国公开资本市场的中国发行人承担着与其他非美国发行

的披露义务和法律责任，但证交会向中国发行人推广并执行高质量披露标准的能力可

实质性限制。” 

题详细介绍了与中国发行人相关的特定风险。监管者特别解释道，上市公司会计监督

（“PCAOB”）本来要对在 PCAOB 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其对中国发行人的审计工

检查或调查，但这一能力目前受到中国的限制，因此中国发行人可能无法向投资者提

量且可靠的信息披露及财务报告 2。另一个风险涉及中国对美国监管当局监督参与美国

场的中国发行人的能力的限制。具体而言，中国经常不允许美国监管机构获取关于中

人的某些信息，从而限制了美国监管者调查或追究潜在违规行为的能力。由于中国缺

，美国监管机构难以对中国发行人及其董事和高管采取或执行所需的行动，从而可能

的美国投资者得不到任何救济。披露主题还概述了投资中国可变利益实体（“VIE”）

风险，这种依靠合同安排的组织结构在许多中国发行人的情况下可能被用来规避中国

所有权的限制。该风险主要包括由于这种所有权关系具有合同性质（与直接拥有股权

使对运营公司的控制权受限，以及中国政府有可能认定这种组织架构违反中国法律。

鉴于不断变化的中国法律法规带来不确定性，披露主题也详细介绍了相关的监管风

披露主题向投资者解释了与美国发行人相比，中国发行人在股东权利和追索权、公司

报告方面的差异。 

披露主题以起草披露文稿时要考虑的详细问题清单的方式，向具有美国报告义务的中

人提供了全面而具体的指引，这些问题与监管者在整个披露主题中阐述的风险和注意

关。例如，指引中提出下列问题以供中国发行人评估： 

PCAOB 检查限制和缺乏执行机制，以及与财务报表质量有关的风险，公司是否提供清

醒目的披露？ 

在其组织架构中是否使用 VIE？如果是，公司是否充分披露了关于 VIE 架构中的关联方

，并且提醒投资者注意在中国使用 VIE 架构的相关风险？ 

律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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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披露与中国监管环境有关的风险，包括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的风险（可能导致

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和执行不一致和不可预测）？ 

 对于在公司组织所在国及/或公司运营所在地的股东权利和救济的不同，公司是否提供相关

风险披露？

实务考虑 

属于披露主题归类为“中国发行人”的公司应仔细阅读披露指引，力争在未来向证交会提交

的文件中解决所有适用的问题。预计证交会的监管者会使用该指引作为一个路线图，以协助

其在审查由中国发行人提交的文件时作出评论。 

证交会的监管者在 7 月举行了新兴市场圆桌会议 3。之后不久，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对证交会

给出了相关建议 4。2020 年 8 月，证交会主席克莱顿（Jay Clayton）和多名跨部门的证交会

高管发表声明，称他们打算采取行动 5。虽然披露主题提供的指引旨在改善与投资中国发行人

的风险有关的披露，不过签署 8 月份声明的证交会企业融资部之外的多名部门主管和办公室

主任表示，他们打算“为所有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之相关的

是，国会两院均通过了相关法案——这些法案如果成为法律，可能导致那些使用了 PCAOB

不能进行检查的审计师的公司从美国证交所退市 6。就此，证交会的相关部门或证交会本身可

能会出台更多措施。

欲了解关于本篇法律动态所述主题的更多信

息，请联络以下任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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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homas@mayerbro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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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参见证交会企业融资部披露指引：主题第 10 号：中国

发行人披露注意事项（2020 年 11 月 23 日），网址

为 https://www.sec.gov/corpfin/disclosure-

considerations-china-based-issuers。 

2 这并不是证交会官员第一次向投资者提醒这种风险。

参见：证交会主席克莱顿、PCAOB 主席 William D. 

Duhnke III、证交会首席会计师 Sagar Teotia、证交会

企业融资部主管 William Hinman 和证交会投资管理部

主管 Dalia Blass——新兴市场投资存在重大信息披

露、财务报告及其他风险；救济措施有限（2020 年 4

月 21 日），网址为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

statement/emerging-market-investments-

disclosure-reporting。此外，2020 年 11 月 24 日，克

莱顿主席、Duhnke 主席和证交会首席会计师 Teotia

发表联合声明，总结了他们与美国四家最大的审计事

务所就新兴市场审计质量进行的最新讨论。该声明看

似报告了卓有成效的讨论内容，但并没有表明与

PCAOB 无法检查在中国注册的审计事务所的审计工作

和实务有关的任何问题得到了解决。参见：证交会主

席克莱顿、证交会首席会计师 Sagar Teotia 和 PCAOB

主席 William D. Duhnke III——关于与审计事务所代表

就新兴市场审计质量和近期发展召开第三次会议的声

明（2020 年 11 月 24 日），网址为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statement-

audit-quality-emerging-markets。 

3 参见证交会的“新兴市场圆桌会议”网页，网址为

https://www.sec.gov/page/emerging-markets-

roundtable。 

4 参见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

公司重大风险的报告》（2020 年 7 月 24 日），网址

为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36/PWG-

Report-on-Protecting-United-States-Investors-from-

Significant-Risks-from-Chinese-Companies.pdf。 

5 证交会主席克莱顿、证交会企业融资部主管 William 

Hinman、证交会投资管理部主管 Dalia Blass、证交会

交易及市场部主管 Brett Redfearn、证交会国际事务办

公室主任 Raquel Fox、证交会首席会计师 Sagar 

Teotia——证交会对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报告的回应

声明（2020 年 8 月 10 日），网址为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statement-

presidents-working-group-financial-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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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外国公司问责法案》（S. 945, 116th Cong.）

（2020 年）和《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H.R. 

6395, 116th Cong.）（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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