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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眼里的未来银行
近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5）》显示，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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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超额配售拼规模
中资行港股“补血”不易

媒及同业竞争不断加剧的趋势下，银行业规模高速扩张、盈利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

本报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受访银行家对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与利润增长预期下滑
1 月 15 日，郑州银行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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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析师认为， 中资银行在港股的

规模，属于行使超额配股权的“副作

融资规模不比 A 股，对于一些在赴
港上市且资本充足率水平偏低的城

用”， 稳定涨幅过高或者破发的股
价、起到护盘作用，更是超额配售的

然而行使超额配股权仍没有改变部分
中资银行在港股频繁破发的情况。

商行而言， 行使超额配股权扩大融
资规模有一定的吸引力。
同时， 某证券公司港股分析师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扩大融资

原因之一。 但从目前在港股上市的
中资银行的表现看， 即使行使了超
额配股权， 一些城商行也没能逃脱
破发的命运。

行使超额配股权可以让发行人
的融资规模增加， 某证券公司银行

穿“绿鞋”防跌护盘
行使超额配股权仍没有改变部分中资银行在港股频繁破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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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银行回归 A 股被中止审查
近日，证监会网站最新信息显示，已经在港股上市的城商行哈尔
滨银行，因“申请文件不齐备等导致审核程序无法继续”而被中止审
查。 据了解，哈尔滨银行于 2014 年登陆港交所，根据该行 2015 年中
报，截至去年 6 月末，该行总资产为 3917.87 亿元，2015 年上半年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1.02 亿元；该行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分别为 12.53%和 12.02%，较 2014 年末分别降低了 2.11 个百
分点和 1.92 个百分点。
点评：在港股的融资规模有限，今年以来，在港股上市的银行积极回归 A
股，根据证监会公布的信息，盛京银行和徽商银行的审核状态也已经是
“
已受理”。

中海集运拟接手渤海银行 13.67%股权
1 月 27 日，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运”)
发布一则资产评估报告，表示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拟将所持有
的渤海银行 13.67%股权转让与中海集运。 报告显示，本次评估以市场
法确定的评估价值 54.48 亿元作为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拟转让
渤海银行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比其账面价值 19.75 万元增值 34.72 万
元，增值率 175.81%。 公告显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海集运将成为
渤海银行第三大股东。
点评：银行股虽受不良贷款压力所累，但仍属于优质股权，在抛售者
变现的同时，亦不乏抢食银行股权的公司出现。

浦发、兴业尝鲜绿色金融债
央行于 2015 年 12 月出台了关于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确立
了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并专项支持绿色产业项目的制度框架。
事隔一个月，绿色金融债发行大幕正式开启，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成
了首批尝鲜者。 浦发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规模为 200 亿元， 期限为 3
年，年利率为固定利率 2.95%，超额认购 2 倍以上；兴业银行 2016 年第
一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规模为 100 亿元， 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债
券申购利率为 2.8%~3.4%。
点评：与普通金融债券相比，绿色金融债券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化约
束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金融债券为载体，形成了既有政策激励、又有社会
声誉和市场约束的绿色金融发展机制。

者尽可能止跌回升。 ”

改变部分中资银行在港股频繁破发

股，相当于超额配股权获行使前，根

是指发行人授予主承销商的一项选
择权，获此授权的主承销商，可以在

所谓超额配股权，俗称“
绿鞋”，

郑州银行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发行价

的情况。 截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收
盘， 在 H 股上市的 7 家城商行中，

据全球发售初步可供认购发售股份
总数约 15%； 并在市场上以每股

股票发行后 30 天内，按同一发行价
格超额发售不超过初始发行数额

格为 3.85 港元 / 股, 不包含超额配
售部分，募集资金约 50 亿港元。 记

重庆银行、哈尔滨银行、徽商银行 3
家银行均处于破发状态。

5.77 港元至 6 港元的价格， 购入共
9070.1 万股 H 股。

15%的股份， 即主承销商按不超过

者查看郑州银行上市后交易日的收

以重庆银行为例，该行于 2013

然而，记者了解到，在稳定价格

初始发行数额 115%的股份向投资
者发售。

盘股价，没有出现破发的情况。截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收盘， 郑州银行

年 11 月 6 日在港挂牌交易，其发行
价为 6 港元 / 股， 是在港股上市的

期后， 重庆银行的股价仍然出现了
下滑。截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收盘，

上述证券公司港股分析师告诉
记者， 发行人之所以选择行使超额

的股价为 4.29 港元 / 股。
郑州银行在港股发布的公告中

首家中资城商行， 上市首日创出了
6.03 港元 / 股的最高价， 但记者查

重庆银行股价为 5.90 港元 / 股。
某财经公关公司人士告诉记

配股权，主要的原因在于稳定股价，
旨在增强承销商的护盘能力。“设计
超额配股权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
机制， 使承销商在新股价格跌破发
行价时有动机买入股票以支撑股

称， 该行获其稳定价格操作人及联
系全球协调人之一的交银国际证券
有限公司告知，于稳定股价期内，概
无以稳定价格为目的而在市场上买
卖任何 H 股。

看该行后续行情，破发频率较高。
重庆银行曾发布公告称， 该行
联系全球协调人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代表国际承销商行使部分超
额配股权，涉及 1542.7 万股，相当

者，从股价表现看，一般在稳定价格
期间愈早获悉数行使超额配股权的
公司股价大多有不俗表现, 可能与
货源集中度提高有关， 但只获部分
行使的公司股价表现欠佳。

价， 在股价高于发行价时向公司要
求发行更多的股份。 在股价跌穿发
行价时稳定股价， 并不意味着以发
行价买入股份直至全数行使超额配
股权， 而是要通过维护一个可以维

截至目前， 共有 7 家城商行在
港股上市， 其中行使了超额配股权
的银行，除了郑州银行以外，还有重
庆银行、徽商银行、盛京银行、锦州
银行、青岛银行。

于根据全球发售初步可供认购发售
股份总数约 2.18%， 每股定价为 6
港元。同时，重庆银行的稳定价格期
也宣告在 11 月 29 日结束。 为稳定
重庆银行股价， 其承销商在国际发

光大证券港股分析师詹帝认
为， 目前港股市场的投资人对内地
银行业的态度比较淡， 而且一两家
银行在港股融资情况的好坏， 不一
定对后续想要登陆港股的银行有太

持的股价水平，使股价跌势减慢，或

然而， 行使超额配股权仍没有

售中超额配发了共约 1.06 亿股 H

多指导性。

超额配售扩大融资规模
城商行对资金更为渴求，融资规模扩大对他们而言很有吸引力。
“目前， 中资银行在港股融资

股募集资金总额便超过百亿， 达到

间，仅获得 1 家基础投资者的认购，

格操作人于基本稳定价格行动过程

的规模仍然不及 A 股，如果在发行
期间行使超额配股权，行使比例越
多，融资金额会提升越多。 ”詹帝告
诉记者，增加配售会让发行人 IPO
的数值更好看一些，比如可以提升

约 102 亿港元， 是截至目前在港股
上市的城商行中， 募集资金规模最
大的一家。
在 2015 年于港股新晋上市的
城商行除了郑州银行， 还有锦州银

占其整个 IPO 规模的 15%，其发行
价为 4.66 港元 / 股。
锦州银行在全球发售的稳定价
格期内，也行使了部分超额配股权，
涉及发行共 1.97 亿股 H 股，约占全

中购入的合共 16.7 万股 H 股，以按
5.02 港元至 5.15 港元的价格范围
将经由有关行动建立的仓盘平仓。
中投证券港股分析师郭冰桦认为，
锦州银行这一行为， 也是出于防止

市净值。
上述证券公司银行分析师认

行和青岛银行两家。 截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晚收盘，青岛银行和锦州银

球发售股份可供认购总数 14.95%，
以补足国际发售的超额分配。 超额

破发、稳定股价的目的。
上述港股分析师向记者表示，

为， 在港股融资规模不比 A 股，但
由于港股融资速度快， 成为不少资

行的股价分别为 4.76 港元 / 股和
5.71 港元 / 股， 价格均在发行价格

配发股份将由该行按每股 H 股
4.66 港元发行及配发， 并由售股股

最近上市的郑州银行在行使超额配
股权期间，由 IMAX CHINA、年年

本充足率偏低城商行的首选， 而这
类城商行对资金更为渴求， 融资规

之上。
青岛银行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

东出售，额外净筹 8.31 亿港元。
同时， 锦州银行的稳定价格操

卡、金斯瑞、康宁医院几家公司获得
了悉数行使超额配股权； 青岛银行

模扩大对他们而言很有吸引力。
于 2014 年末在港交所上市的

在港交所上市，此后，青岛银行公布
称， 超额配股权由联席全球协调人

作人建银国际金融、 其联属人士或
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于稳定价格期

则由东阳光药、中地乳业、中国派对
文化获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

盛京银行，曾行使部分超额配股权，

于 12 月 24 日部分行使， 涉及合共
5189.8 万股 H 股，占于行使超额配
股权前发售股份约 5.24%， 以补足
国际发售的超额分配， 所获额外所
得款项净额约 2.20 亿港元。
锦州银行 12 月 7 日在香港上
市首日飙升 9.4%， 但该行在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7 日的公开招股期

内， 按每股 H 股介乎 4.30 港元至
4.61 港元的价格接连于市场购买合
共 84.7 万股 H 股，相当于任何超额
配股权获行使前全球发售下初步可
供认购股份总数约 0.06%。 于稳定
价格期内，稳定价格操作人于 12 月
7 日按每股 H 股 4.53 元的价格最
后一次入市。此外，接连销售稳定价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 2015 年
末，在 H 股上市的盛京银行、徽商
银行以及哈尔滨银行均已释放了回
归 Ａ 股的信号，向监管部门提交了
预披露招股书。 业内人士认为，在目
前经营状况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赴
港上市的城商行回归 A 股的动因难
逃在港股融资规模有限、股价偏低。

涉及约 1.66 亿股 H 股，相当于全球
发售初步可供认购股份的 12.05%。
超额配售部分以每股 7.56 港元的
价格发行，根据该行公告内容显示，
行使超额配股权后，扣除相关开支，
超额配售所得额外集资款项约
11.12 亿港元，至此，盛京银行在港

票据业务风险隐现 银行自查排雷
本报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称《通知》），对票据业务的风险进
行提示。
此次某国有大行涉案的业务

证，而且信用度很高，一般风险很
小，像某国有大行此次大规模的、
发生在同业间的案件尚属罕见，

汇票，而这类票据业务的风险主要
是由承兑人没有真实贸易背景或
承兑方偿还能力出现问题带来的。

属于票据买入返售业务， 是同业
业务， 某国有银行信贷部人士告
诉《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 这 类 票 据
业务主要依靠金融机构信用做保

目前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业务都
在进行自查。
记者了解到，票据业务的风险
由来已久，但主要来自于银行承兑

某城商行同业部门人士认为，从业
人员的道德风险及不合规操作，也
是产生上述票据业务风险的源头
之一。

某国有大行于 1 月 22 日公告
称， 该行北京分行票据买入返售业
务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涉及风险金

贴现交易， 但资金并未回到该行北
京分行的账上，却非法进入了股市，
而由于股价下跌， 继而产生巨额资

来，实体经济的需求少，利润也薄。
但银行的资金需要运用出去。 如果
有票据，把票据卖出去，将获得的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杨荣在
分析报告中指出， 除了某国有大
行票据案所暴露出的问题外，票

额为 39.15 亿元。 目前，公安机关已
立案侦查。 该行表示正在配合侦办
工作，加强与相关机构沟通协调，最
大限度保证资金安全。
此前媒体报道， 某国有大行票
据风险事件主要是银行本票在回购
到期前， 就被某重庆票据中介提前
取出， 与另外一家银行进行了回购

金缺口无法兑付。
所谓票据买入返售，实质是银
行同业间的资金拆借业务。 上述国
有银行信贷部人士告诉记者，这类
票据业务主要依靠金融机构件信
用做保证，一般风险很小。“商业银
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然而，目前
处于经济下行期，很长一段时间以

资金投入高收益、高利润的行业或
者客户身上， 又比如投入资本市
场，收益更多且快。 近期股市下跌，
与票据业务风险爆发有一定关系。
因为在此之前，有相当一部分银行
票据资金， 包括票据中介的资金，
都以短期打新、申购的形式进入了
股市。 ”

据中介通过与银行内部人员勾
结， 对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汇票
进行承兑进而贴现、 转贴现套取
现金的模式亦有较大的规模。 由
于票据融资去向监管松、 资金成
本低，叠加股债双牛的环境，铤而
走险者不乏其人。

1 月 22 日公布的某国有大行
39 亿票据案，引得各金融机构草木
皆兵。
近日，银监会也颁布《关于票
据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以下简

票据风险暗涌

招行滴滴联手布局移动支付
1 月 26 日，招商银行、滴滴出行联合宣布双方达成战略合作，未来
双方将在资本、支付结算、金融、服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
作。 这是第一家商业银行通过与移动互联网公司合作进入移动支付场
景领域。通过此次合作，招商银行将成为滴滴出行的战略投资方。 按照
双方合作协议，滴滴将接入招行“一网通”，将“一网通”设定为乘客支
付方式之一。 同时，双方还将试水汽车金融，为滴滴司机提供购车分期
等服务。
点评：商业银行与移动互联网公司合作可以拓展移动互联网和平台
端的获客渠道，把互联网公司的流量转化为银行客户，以分享经济的新思
维推动金融创新。
张漫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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