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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费 （二） 上网费 （三）其他费用 第四章 债券的发

行与承销 第一节 债券发行的目的与条件 一、债券发行的目的

（一）国债发行的目的 （二）金融债券发行的目的 （三）企

业债券、公司债券发行的目的 二、债券发行市场的要素 （一

）债券发行市场主体 （二）债券品种 （三）债券发行市场的

组织形式 三、债券发行条件和发行方式 （一） 债券发行条件

（二） 债券发行方式 第二节 债券的信用评级 一、 信用评级

的目的 二、 信用评级的根据 （一） 债券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二） 债券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三） 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水平

三、 信用评级的程序 四、 债券的等级划分及等级定义 第三

节 我国债券的发行 一、 金融债券的发行 （一） 发行人 （二

） 发行资格 （三） 发行审核 （四） 发行方式及其程序 二、 

企业债券的发行 （一） 发行人 （二） 发行资格 （三） 发行

审核 （四） 发行方式及其程序 三、 公司债券的发行 （一）

发行人 （二）发行资格 （三）发行审核 （四）发行方式及其

程序 四、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与上市 （一）发行人 （二

）发行资格 （三）发行审核 （四）发行方式及其程序 （五）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 （六）转换股份及债券偿还 第五章 我

国的国债发行与承销 第一节 我国国债的发行方式 一、 公开

招标方式 二、 承购包销方式 三、 行政分配方式 第二节 国债

承销程序 一、 记帐式国债的承销程序 （一） 场内挂牌分销

的程序 （二） 场外分销的程序 二、 无记名国债的承销程序 



（一）场内挂牌分销的程序 （二）场外分销的程序 三、凭证

式国债的承销程序 第三节 国债承销的价格、风险和收益 一、

国债承销的价格及其影响因素 （一）国债承销的价格 （二）

国债承销价格的影响因素 1、市场利率 2、承销商承销国债的

中标成本 3、流通市场中可比国债的收 益率水平 4、国债承销

手续费收入 5、承销商所期望的资金回收速度 6、其他国 债分

销过程中的成本 二、 国债承销的风险 （一）国债承销的风险

（二）国债承销风险的影响因素 1、国债本身的条件 2、发行

市场状况 3、 宏观经济因素 三、国债承销的收益 （一） 差价

收益 （二） 发行手续费收益 （三） 资金占用的利息收益 （

四） 留存自营国债的交易收益 第六章 境外筹资与国际证券的

发行 第一节 外资股的发行 一、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投资主体 

二、外资股的资格取得和发行方式 （一） 境内外证券经营机

构申请外资股承销业务资格的条件 （二） 境内上市外资股的

发行方式 （三） 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发行方式 （四） 关于超

额配售选择权 三、外资股的发行与上市条件 （一） 境内上市

外资股的发行与上市条件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发行与上

市条件 四、外资股的发行准备 （一） 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发行

准备 （二） 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发行准备 五、国际推介与询价

六、国际分销与配售 第二节 国际债券的发行 一、发行市场的

构成 （一） 发行人 （二） 受托公司 （三） 牵头经理人 （四

） 承销团 （五） 财务代理人 （六） 法律顾问 （七） 有关管

理当局 （八） 投资者 二、发行条件 （一） 资信评级 （二） 

发行额度 （三） 偿还期限 （四） 票面利率 （五） 发行价格 

（六） 偿还方式 （七） 利息支付方式 （八） 担保 三、国际

债券的发行与承销方式 （一） 发行方式 （二） 承销方式 四



、我国国际债券的发行情况 第七章 证券发行与上市的信息披

露制度 第一节 信息披露制度概述 一、 信息披露的内容 二、

信息披露的方式 三、信息披露的原则 四、信息披露的事务管

理 第二节 招股意向书与说明书 一、 招股意向书的一般规定 

二、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规定 （一） 招股说明书和招股说明书

概要的批准 （二） 招股说明书概要的刊登 （三） 招股说明

书的披露 三、 招股说明书的一般内容与格式 （一） 招股说

明书封面 （二） 招股说明书目录 （三） 招股说明书正文 （

四） 招股说明书附录 （五） 招股说明书备查文件 四、 外资

股招股说明书制作中的特殊问题 （一） 招股说明书的形式 （

二） 招股说明书的内容 （三） 招股说明书的编制 第三节 发

行公告 一、 发行公告的披露 二、发行公告的内容 第四节 上

市公告书 一、 上市公告书编制和披露的要求 二、 上市公告

书的内容 （一） 要览 （二） 绪言 （三） 发行公司概况 （四

） 股票发行及承销 （五）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

况 （六） 公司设立 （七） 关联企业及关联交易 （八） 股本

结构及大股东持股情况 （九） 公司财务会计资料 （十） 董

事会上市承诺 （十一） 重要事项揭示 （十二） 上市推荐意

见及备查文件目录 第五节 配股说明书 一、配股程序及信息披

露 二、配股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 （一） 配股说明书封面 （

二） 配股说明书正文 （三） 附录及备查文件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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