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要点之证券期货犯罪篇

一、修改刑法的必要性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保障性地位，
对于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997 年全面修订刑法以来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十个刑法修正案和十三个有关刑法的法律
解释，及时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和明确适用。总体看，现行刑法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情况和预防、惩治犯罪的需要。同时，也需要根据新任务、新要求、新情况对刑
法作出局部调整。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安全生产、产权保护、金融市场秩
序、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的刑法治理和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是，适应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和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斗争需要，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公共
卫生安全、生物安全，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等法律的制定修改进一步衔接，需要刑法作出相
应调整，以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完整性、协同性。三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政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地方等都提出了一些修改刑
法的意见建议，需要修改刑法予以明确和解决，回应关切。
二、刑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
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
》(“《修正案（十一）
》”)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并已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实
施。此次《修正案（十一）
》共修改补充刑法 47 条。
2021 年 2 月 2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32 次会议、2021 年 2 月 26 日由最高
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补充规定（七）
》”)，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其中，在打击证券期货犯罪方面，刑法主要修订如下：
1.
大幅提高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等犯罪的刑罚力度。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等
违法犯罪行为是资本市场的“毒瘤”，修正案大幅强化了对上述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对
于欺诈发行，修正案将刑期上限由 5 年有期徒刑提高至 15 年有期徒刑，并将对个人的
罚金由非法募集资金的 1%-5%修改为“并处罚金”，取消 5%的上限限制，对单位的罚金
由非法募集资金的 1%-5%提高至 20%-1 倍。
原刑法条文

《修正案（十一）》条文

第一百六十条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在
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
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
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
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
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
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第一百六十条 【欺诈发行证券罪】在招股说
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等
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
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存
托凭证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数
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后果特别严重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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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刑，并处罚金。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前款
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二十
以上一倍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后果特
别严重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
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非法募集资
金金额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罚金，并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2. 强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追究。实践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往往在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等案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修正案强化了对这类
主体的责任追究，明确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
假，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公司披露虚假信息等行为纳入刑法规
制范围。对于信息披露造假，修正案将相关责任人员的刑期上限由 3 年提高至 10 年，
罚金数额由 2 万元-20 万元修改为“并处罚金”，取消 20 万元的上限限制。
原刑法条文

《修正案（十一）》条文

第一百六十一条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
息罪】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
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
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
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
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金。

第一百六十一条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
要信 息罪 】依 法负 有信 息披 露义 务的公
司、 企业 向股 东和 社会 公众 提供 虚假的
或者 隐瞒 重要 事实 的财 务会 计报 告，或
者对 依法 应当 披露 的其 他重 要信 息不按
照规 定披 露， 严重 损害 股东 或者 其他人
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其直接
负责 的主 管人 员和 其他 直接 责任 人员，
处五 年以 下有 期徒 刑或 者拘 役， 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前款规定的公司、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 人实 施或 者组 织、 指使 实施 前款行
为的 ，或 者隐 瞒相 关事 项导 致前 款规定
的情形发生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犯前 款罪 的控 股股 东、 实际 控制 人是单
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 管人 员和 其他 直接 责任 人员 ，依照
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3.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新增了 “幌骗交易操纵（虚假申报操作）”行为（第一百八十二条
（四）
）
，
“蛊惑交易操纵”行为（第一百八十二条（五）），
“抢帽子交易操纵”
（利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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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荐股操纵）
（
（第一百八十二条（六）
）等三类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
原刑法条文

《修正案（十一）》条文

第一百八十二条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一百八十二条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影
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
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
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
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
券、期货交易量的；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
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
连续买卖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
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 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的；
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帐户之间进行证券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 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
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 货合约的；
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
期货交易量的；
（四）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或者大量申报
买入、卖出证券、期货合约并撤销申报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五）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导投资者进行证券、期货交易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六）对证券、证券发行人、期货交易标的
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同时进
行反向证券交易或者相关期货交易的；
（七）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4. 压实保荐人等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保荐人等中介机构是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其
勤勉尽责对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修正案明确将保荐人作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犯罪主体，适用该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对于律师、
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在证券发行、重大资产交易活动中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情节特别
严重的情形，明确适用更高一档的刑期，最高可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原刑法条文

《修正案（十一）》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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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九条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罪】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
审计 、法 律服 务等 职责 的中 介组 织的人
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
处五 年以 下有 期徒 刑或 者拘 役， 并处罚
金。
【提 供虚 假证 明文 件罪 】前 款规 定的人
员， 索取 他人 财物 或者 非法 收受 他人财
物，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出 具证 明文 件重 大失 实罪 】第 一款规
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
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
以下 有期 徒刑 或者 拘役 ，并 处或 者单处
罚金。

第二百二十九条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罪】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
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环境
影响 评价 、环 境监 测等 职责 的中 介组织
的人 员故 意提 供虚 假证 明文 件， 情节严
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 ）提 供与 证券 发行 相关 的虚 假的资
产评估、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等
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
（二 ）提 供与 重大 资产 交易 相关 的虚假
的资产评估、会计、审计等证明文件，情
节特别严重的；
（三）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
中提 供虚 假的 安全 评价 、环 境影 响评价
等证明文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
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
有前 款行 为， 同时 索取 他人 财物 或者非
法收 受他 人财 物构 成犯 罪的 ，依 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出 具证 明文 件重 大失 实罪 】第 一款规
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
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
以下 有期 徒刑 或者 拘役 ，并 处或 者单处
罚金。

（来源：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官网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2/f16fedb673644b35936580d25287a564.shtml
2.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厅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102/t20210227_510055.shtml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布-证监会要问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2012/t20201226_389489.html
4.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服务专区-投资知识
http://www.neeq.com.cn/investor_guide/invest_knowled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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