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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以来外资仍密集加码保险股
▶▶详见B1版

本报记者 刘 琪

1月19日，2019年的金融市场运
行情况全面出炉。从整体情况来
看，央行表示，去年债券市场发行规
模稳步扩大，现券交易量增加，收益
率曲线陡峭化下移，市场投资者结
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利率有
所下行，回购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
品市场成交金额回落，互换利率上
行；股票市场主要指数上行，两市成
交金额增加。

据央行发布的具体数据显示，在
债券市场发行方面，2019年，债券市
场共发行各类债券45.3万亿元，较
2018年增长3.1%。其中，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债券38万亿元，同比下降
0.3%。截至2019年12月末，债券市场
托管余额为99.1万亿元，其中银行间
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86.4万亿元。

2019年，国债发行4万亿元，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4.4万亿元，金融债券
发行6.9万亿元，政府支持机构债券
发行3720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2.0万亿元，同业存单发行18.0万亿
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9.7万亿元。

从债券市场运行情况来看，
2019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217.4
万亿元，同比增长38.6%。其中，银
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209.0万亿
元，日均成交8360.1亿元，同比增长
39.6%；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
8.4万亿元，日均成交342.3亿元，同
比增长40.3%。

2019年，银行间市场信用拆借、
回购交易总成交量971.3万亿元，同

比增长12.7%。其中，同业拆借累计
成交151.6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质
押式回购累计成交810.1万亿元，同
比增长14.3%；买断式回购累计成交
9.5万亿元，同比下降31.9%。

去年，债券收益率曲线整体下
移。去年12月末，1年、3年、5年、7
年 、10 年 期 国 债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2.36% 、2.73% 、2.89% 、3.04% 、
3.14%，分别较上年同期下行24bp、
14bp、8bp、13bp、9bp。2019年末，中
债国债总指数收盘价为190.14，较
2018年同期上涨7.21；中债新综合全
价指数收盘价为119.08，较2018年同
期上涨1.54。

2019年12月份，银行间货币市
场 同 业 拆 借 月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为
2.09%，较2018年同期下降48bp，质
押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10%，
较2018年同期下降58bp。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市场投资
者数量进一步增加。截至2019年
末，银行间债券市场各类参与主体
共计25888家，较2018年末增加5125
家。其中境内法人类共3082家，较
2018年末增加240家;境内非法人类
产品共计20196家，较2018年末增加
3461家;境外机构投资者2610家，较
2018年末增加1424家。

在股票市场运营情况方面，
2019年末，上证综指收于3050.12点，
较2018年末上涨556.22点，涨幅为
22.3%；深证成指收于10430.77点，较
2018年末上涨 3190.98点，涨幅为
44.1%。两市全年成交额127.42万亿
元，同比增长41.1%。

央行：去年债市发行各类债券45.3万亿元

安 宁

2020年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蓝
图出炉。1月16日至17日，2020年
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此次会议分析了当前资本市场改
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同时还提出了
2020年资本市场发展的六项重点
任务。

笔者认为，此次会议提出的持
续优化市场生态、全力抓好重大改
革攻坚、全面加强市场法治建设、
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进一步增
强监管效能、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等六方面的重点工作全面勾勒
出了今年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
和持续创新发展的路线图。

在这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发
展的路线图中，笔者认为，“防风险
强监管为抓手，持续优化市场生
态”作为2020年六项重点工作的首
位意义重大，因为资本市场的风险
问题或将成为全面改革的最大阻
力，因此，要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必须要以防风险强监管为
抓手。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资本
市场建立三十周年。这一年，外部环
境更趋复杂严峻，宏观经济运行挑战
增多，金融风险面临新的考验，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确保中
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资
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的坚
实保障。因此，打造一个规范、透明、
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必
须把资本市场的风险防范工作放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方面，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对于今年防风险的具体做法，
证监会表示，加强对杠杆资金和输
入性、交叉性风险的监测研判，强
化预期引导，积极防范和化解市场
运行风险。

笔者认为，这一表述也是落实
去年9月11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
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时对防
风险的定调，“我们必须坚持底线

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把主动防范
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完善早识别、早预警、早
发现、早处置的资本市场风险防控
机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但不同的是，此次表述对风险的防
范方向更加明确，这也意味着今年
的防风险工作将更加聚焦杠杆资
金和输入性、交叉性风险的监测。

此外，证监会还表示，坚持分
类施策、精准拆弹，遏制增量与化
解存量并举，继续稳妥做好股票质
押、债券违约、私募基金、行业机构
及各类交易场所等重点风险的防
控处置。

一直以来，证监会对股票质
押、债券违约、私募基金及场外配
资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问题，通过采
取坚决管住增量，有效化解存量的
监管方式，取得阶段性的成效。数
据显示，2019年，上市公司的股票
质押数量和融资余额分别较年初
下降357家和3300亿元。同时，在
第一大股东质押比例方面，85%的
公司已较最高峰时平均下降了30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积极发挥稽查处罚
最后防线作用，加大对欺诈发行、
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
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据证监会官网数据显示，2019
年全年，证监会共下发136份行政
处罚书，较去年增加5份。下发市
场禁入决定书13份。其中涉及内
幕交易的案件多达55宗，占比超过
40％；涉及信披违规案件有29宗，
市场操纵案件14宗，从业人员炒股
案件9宗。此外还涉及关联交易、
传播虚假信息、非法经营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等违法行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
1日将实施的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
对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等违法行为
的惩处力度。违法违规成本的切
实提高，也将对违法违规行为产生
有力震慑作用。

笔者认为，当前强有力的防风
险措施和监管执法，将为资本市场
的深化改革、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防风险强监管为资本市场
全面改革保驾护航

本报见习记者 刘伟杰

在新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新三板
全面深改的“政策大礼包”步履不停。1
月19日晚间，证监会发布了《非上市公
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1
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股票说明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2号——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统称公开发行格式准则）；随后，全国
股转公司正式落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
（简称《公开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保荐业务管理细则（试
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
销管理细则（试行）》3件业务规则。

这3件业务规则是全国股转公司发
布实施的第三批深改细则，包含《公开
发行规则》的1件基本业务规则和2件业
务细则，至此，本次新三板全面深化改
革涉及的7件基本业务规则已全部发布
实施。

证监会表示，本次公开发行格式

准则，主要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规范了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提出公开发行信息披露的总体要
求，明确发行人及中介机构相关各方
的主体责任；二是明确公开发行说明
书的披露内容和章节设置要求，要求
发行人重点披露业务与技术、公司治
理、财务会计信息和募集资金运用等
方面信息；三是规定公开发行申请文
件的制作和报送要求，并列明申请文
件目录。

国泰君安成长企业融资部负责人1
月19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开发
行格式准则方便了中介机构和发行人
准备申报文件，并对相关信披进行了专
项规范和要求，为精选层保驾护航，严
格新三板公开发行的信披要求，加强信
披监管和规范，提高信披质量，提升新
三板精选层公司质地，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公开发行格式准
则中，证监会要求发行人应披露最近三
年及一期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
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会计
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类型，该条规定是
把申请精选层的财务报表标准向A股上

市公司IPO看齐。
全国股转公司表示，《公开发行规

则》借鉴了注册制理念，针对公开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牌业务中的发行主体、发
行条件、审议程序、申报受理、发行审
查、发行承销、进入精选层以及相关的
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和各方责任作
出了系统性规定。

开源证券投资银行部团队负责人
程昌森1月19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挂牌企业通过保荐制的方
式进行公开发行，一是最大限度地保证
了挂牌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提高了
信息披露质量；二是压实了中介机构的
责任；三是进一步为投资者消除了信息
不对称的障碍，真正践行了以信息披露
为核心的注册制理念，打通了中小企业
融资的通道。

对于挂牌企业公开发行并进入精
选层需要履行的程序，国都证券投资银
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许达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挂牌公司需聘请保荐机
构等中介机构进行推荐，在履行公司内
部决策程序后，再提交申报材料，经全
国股转公司自律审查和中国证监会核
准，并完成公开发行后，达到精选层准
入条件的才能进入精选层。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制度发布
新三板深改7件基本业务规则全部落地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2020年春节休市的规

定，本报2020年1月24日至30日休刊，1月

31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本报记者 姜 楠

上市公司再融资是资本市场的
重要功能。2019年，面对国内外经
济形势变化，深市上市公司聚焦主
业，多方探索，灵活运用再融资工具
箱，共实施完成再融资 106单，募集
资金 1162 亿元。再融资市场的活
跃，有力促进了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
转型升级，增强了市场活力和韧性，
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进一步提升。

2019 年，深市再融资市场呈现
新特点，可转债代替非公开发行成为
主打品种。据统计，2019年深市公
司共实施完成可转债、非公开发行、
配股等再融资募集资金 1162亿元，
高于同期 IPO募资规模646亿元的水
平。其中，可转债完成发行63家次，
融资 768亿元，较 2018年分别增长 1
倍和 1.5倍，发行数量与发行规模均
创下历史新高；完成非公开发行 36
家次，融资 322亿元，较 2018年分别
下降28%和59%。此外，2019年深市
还完成4单配股、2单定向可转债和1
单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合计72亿元。

再融资工具更多元。2019 年，
深市公司再融资方式实现“多点开
花”，可转债快速发展，定向可转债

落地，公开增发回归，配股及优先股
势头不减。一是可转债成为再融资
市场的主力，募集资金规模超过非
公开发行规模的两倍。二是劲刚定
转、华铭定转成功发行，定向可转债
创新产品在 A 股市场正式落地，长
春高新、雷科防务等 20余家公司陆
续跟进，成为 2019年再融资市场新
亮点。三是拓斯达完成创业板首单
公开增发，募集资金 8亿元，打破了
A 股公开增发市场近五年空白，随
后博世科推出的公开发行方案也已
获得证监会核准。四是配股及优先
股规模增速明显，发展势头不减，
2019 年深市公司完成 4 单配股，单
家公司平均融资金额为 16亿元，较
2018年增长一倍，铁汉生态和蒙草
生态两家公司优先股在 2019年发行
完毕。

发行更便利、市场更活跃。2019
年，再融资审核效率持续提升，平均
审核周期明显缩短，为上市公司融资
进一步提供便利。非公开发行平均
审核时间由 2018年的 327天下降至
约240天，其中亿纬锂能非公开发行
方案用时不到 60 天即获得审核通
过，中鼎股份的可转债发行方案从受
理至获得审核通过用时不到 80天。

另一方面，再融资认购回暖，其中可
转债品种尤其受到投资者青睐，2019
年 可 转 债 平 均 网 上 中 签 率 降 至
0.042%，深市可转债、配股、优先股、
公开增发的发行成功率均为 100%，
非公开发行成功率也达到95%。

资金用途更聚焦。2019 年，深
市再融资的发行主体九成为高新技
术企业，八成募集资金投向为公司主
营业务，助力高新技术企业转型升
级。其中科大讯飞募集资金29.27亿
元，主要用于新一代感知及认知核心
技术项目研发；北方华创募集资金
20亿元，主要用于高端集成电路装
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中际旭创募集
资金15.56亿元，主要用于400G光通
信模块研发生产项目。

服 务 民 企 发 展 效 果 更 明 显 。
2019年，85家深市民营上市公司顺
利完成再融资，募集资金 707亿元，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
难问题。其中33家民企通过股权融
资募集资金295亿元，平均资产负债
率下降7个百分点，资本结构得到较
好改善；52家民企通过可转债融资
募集资金412亿元，平均首年票面利
率仅为0.44%，预计2020年节省财务
费用16亿元，财务负担明显减轻。

去年深市实施完成再融资106单
可转债取代非公开发行成主打品种

1月 19日，顾客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购物。记者近日从海南省财政厅获悉，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效应不断扩
大，2019年全省离岛免税销售额136.1亿元，同比增幅超过三成。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去年增幅超三成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去年增幅超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