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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 妍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从多位银行
人士的微信朋友圈看到，很多银行推出
了信用贷利率优惠政策，其中某股份制
银行声称“月利率为0.375%，可满足家
装、购车、留学、旅游等日常消费融资需
求”。

经过本报记者实地走访获悉，在强
监管下，银行消费贷进入楼市虽然遭遇

“封堵”，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首付贷并未完全销声匿迹，仍有多家房
产中介宣称“有各种门路”，除了经营
贷之外，装修贷近期因利率优惠绕道进
楼市的现象有所增加。据了解，每家中
介机构收取的服务费居高不下，最高可
达上万元，最低可达3000元。

装修贷的“花式促销”

在当前严查消费贷流入楼市的风口
上，部分贷款中介公司和购房者依然寻
求首付贷的路径。一般来说，首付贷就
是购房人在购房首付款不足的情况下，
打着信用贷、消费贷、经营贷的幌子，把
贷款用在了买房上。

据悉，目前市面上首付垫款主要分
三种，一种是信用贷，即无抵押型，直接
凭个人征信进行贷款，一个人最高可贷
30万元，还款期限最长为5年，年利率普
遍在4%左右。第二种是抵押消费贷，借
款人以房产等为抵押物向银行进行贷
款，最高可贷100万元，最长10年，年利
率在6%左右。第三种是经营贷款，主要
是以中小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为服务

对象的融资产品，借款人可以通过房产
抵押等担保方式获得银行贷款。贷款
额度最高可达房产评估价值的70%。其
中，所谓的装修贷是银行为客户装修房
屋消费而推出的产品，实质上是信用贷
的一种。

近期,《证券日报》记者走访北京地区
多家银行发现，在个人信用贷款方面，部
分银行主要通过降低利率等方式揽客。
其中，装修是个人信用贷款中最常用的用
途，也有部分银行在装修分期业务上进行

“让利”。
以某城商行为例，该行的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行到月底这段时间，3年期
装修贷贷款利率下调至3.95%，贷款金
额超出20万元会进行贷后检查，需要贷
款人提供装修发票、合同，也要审查申
请人的账户流水，通过流水判断申请人
的资金收入情况，查询是否有可疑资金
流入。”

不过，在优惠揽客的同时，由于监管
收紧，银行不仅加强了对申请用户的资
质审核，而且加大了对资金流向的监控
以及贷后回访，严格杜绝贷款资金被挪
为他用。

据某国有大行的个贷人员介绍，近
期，所有贷款业务利率里，除了纯公积金
的房贷之外，还没有贷款项目比装修贷的
利率更低。目前该行的装修分期业务优
惠期间月利率为0.29%，额度最高可达50
万元，无需抵押。同时，他还强调，房子必
须是装修贷申请人名下的房产，而且必须
真实装修。“银行会下户勘察两次，在水电
改造时勘查一次，瓷砖、地砖全部铺设完
成时再勘查一次。而且刷卡消费时会有

消费类型的限制，也不能取现。”

“包装贷款”收费最高超2万元

多位房产中介人士对《证券日报》记
者介绍，由于监管部门对消费贷严监管，
有房一族如果要凑首付建议走经营贷，
对于没有抵押物以及首付资金缺口较少
的可以走“装修贷”，而且近期部分银行
推出了利率优惠政策，咨询装修贷的购
房者也比较多。同时该中介建议记者，

“目前不适合做消费贷，不仅利率高而且
不容易批下来，利率大概在6%以上，同
时对于后续按揭贷款也会有影响。”

某中介公司的贷款专员告诉记者：
“购房人首付缺少30万元至50万元的，申
请装修贷比较多，不仅利率低也没有抵
押物。尽管名为‘装修贷’，但可以用于
交付首付贷，或用来支付中介费、税费，
但是要收取贷款金额的2%作为包装费，

最低3000元起。”
据另一家中介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现在装修贷审批比较严格，需要缴纳借
款金额的8%左右的“包装费”，以30万元
贷款金额为例，即收取2.4万元。

“只要名下有房即可办理，5年期年利
率3.96%，最多可向4家银行申请。”同为贷
款中介的业务员小张介绍：“是否真用于装
修并不重要，只要缴纳一定的手续费，我们
可以帮忙包装，后期我们都会安排好。”

《证券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银
行对于装修贷规定使用条件，在刷卡时
对消费类型有限制，因此需要贷款人寻
求“通道”进行提现。对此，中介表示有
办法规避，“虽然会有消费类型的限制，
而且不能提现。但是我们中介可以帮你
找专门地方刷卡提现，通过POS机器刷卡
套现出来，这属于正常消费，不过，要收
取刷卡金额的0.6%作为手续费。”某房地
产中介对记者表示。

首付贷盯上低利率装修贷
中介中介““包装费包装费””30003000元起步元起步 最高超最高超22万元万元

本报记者 吴 珊

6月19日，富时罗素将把A股的纳入
因子从17.5%提升至25%，于收盘后正式
生效，此举标志富时罗素第一阶段A股纳
入收官，同日，北上资金尾盘“脉冲行情”
再现，全天净流入规模达到182.33亿元，
是历史次高水平，峰值记录为2019年11
月26日的214.30亿元。

对此，国盛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
启尧表示，此次指数扩容是富时罗素第
一阶段纳入A股的最后一步，届时A股纳
入因子将提升至25%，三大国际指数首
轮“纳A竞赛”告一段落。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A股资产的相对吸引力将持续提升，
金融改革开放在持续推进，外资增持A股
将是长期趋势，已成为机构共识。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MSCI指数中所
有大盘A股的纳入因子为20%，标普道琼
斯全球指数体系中A股的纳入比例为
25%，富时罗素指数A股的纳入因子也将
提升至25%，A股对于外资的准入便利性
不断提升。未来国际指数对A股提升纳
入比例的步伐将继续，不断推动A股的国
际化进程。

国际指数如期推进纳A扩容，对市场
的信心无疑起到提振作用。可以看到，6
月19日，700只富时罗素概念股实现不同
程度的上涨，其中，茂业商业、诚志股份、
三花智控、科沃斯等在内的40只富时罗
素概念股涨幅在5%以上。

而在北上资金积极抢筹的情况下，
场内大单资金也不甘示弱。统计发现，6
月19日，共有446只富时罗素概念股呈现

大单资金净流入态势，合计吸金213亿
元。具体来看，52只概念股大单资金净
流入超1亿元，中信证券、东方财富、中信
建投等3只个股大单资金净流入均超10
亿元，五粮液、宁德时代、华泰证券等个
股大单资金净流入也均在3亿元以上。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富时罗素等外资机构
的介入，使得A股生态有所改变，有助于
国内市场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比重增
加。同时，其投资风格也在一定程度对A
股投资者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从行业属性来看，6月19日，非银金
融、食品饮料、电气设备、农林牧渔、家用
电器等五大行业富时罗素概念股大单资
金净流入额居前，分别为61.08亿元、17.45
亿元、10.29亿元、9.05亿元、4.15亿元。

浙商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立峰认

为，相较2019年同期，今年下半年虽然A
股纳入国际指数事件减少，但A股作为全
球少有的性价比高的资产，仍是“资产配
置荒”环境下全球投资者重点追逐的领
域，后续主动加仓的外资依旧存在，但不
依赖于被动的国际指数扩容带来的增量
资金。行业配置上外资配置消费为主，
但新增标的越来越多样化。A股纳入富
时罗素成份股中的创业板股和中小板股
数量均高于MSCI，富时罗素纳A成份股
更加多元化。

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夏风光
也在采访中对非银金融行业表示看好。
夏风光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非银金融
行业总体上看业绩增速较快。以证券行
业为例，去年年报和今年一季报，营收和
利润总体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目前估
值处于历史中分位下方。

三大国际指数首轮“纳A竞赛”落幕
非银金融成资金抢筹富时罗素概念主战场

本报记者 周尚伃

近日，2家券商获批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资格。至此，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
券商增至19家，大资管时代中，基金托管业
务或许也会成为券商的业务发力方向。

6月8日，证监会核准万联证券的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资格，限从事公开或非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6月15日，证
监会核准华鑫证券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
格，限从事公开或非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托管业务。而此次券商获批该资格，距
离上次申万宏源获批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
格，已过去了超过11个月。

从券商托管业务发展路径来看，2013
年《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颁布，允许经证

监会审批后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基金
托管业务；同年，证监会公布《非银行金融
机构开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暂行规
定》，券商开展公募基金托管业务的法律
环境已经成熟，当年年末，海通证券获批
基金托管业务资格，成为第一家具有相关
资格的券商。

如今再加上此次新获批的2家，从
2013年券商托管业务开闸至今，具有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券商增至19家。

据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行政
许可申请受理及审核情况公示》显示，目前
还有8家券商、3家银行正在排队申请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资格。

近年来，券商在基金托管业务方面表
现出行业优势，平安证券基金研究团队执

行总经理贾志认为：“公募基金托管起步
于1998年，发展至今，相对于银行，券商在
大部分基金类型上的托管费率更低。另
外，相对于银行托管业务，券商托管业务
有两个优势。一是一站式服务。单从托
管业务上，银行和券商同质化明显，但是
如果将托管业务作为机构服务基金公司
业务中的一项来看，券商有更全面的服务
能力。比如交易、托管、结算一条龙服
务。二是专业优势。相对于银行，券商更
贴近资本市场，在专业程度上有优势。对
于创新品种的理解和支持上，在创新产品
的交收清算、净值计算等方面有自身的专
业优势，对此类基金吸引力更强。比如
2015年-2016年交易型货币基金发展较
快，当时共成立14只交易型货币基金，其

中有8只由券商托管。”
但需要注意的是，券商基金托管业务

发展瓶颈也十分明显。“2013年券商托管业
务开闸，在资格审批上受到监管部门较大
力度的支持，但是券商基金代销实力长期
弱于银行，制约托管业务的发展。2014年
至2019年，公募基金市场共成立5227只基
金，只有150只基金选择托管在券商，不及
总数的3%。目前，全市场仅有176只(剔除
了清盘基金)基金托管在券商，券商公募托
管业务发展缓慢。”贾志进一步分析。

从券商目前开展基金托管业务的情
况来看，平安证券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至少
有11家券商托管了被动指数基金，有7家券
商的被动指数基金托管规模占非货币基金
托管规模的70%以上。

近一年后又见券商获基金托管资格
19家券商携两大业务优势“参战”
8家券商、3家银行正在排队申请基金托管资格

本报记者 彭 妍

今年以来，银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
项金融债券（以下简称小微金融债）发行提
速。《证券日报》记者查询Wind发现，截至6
月21日，今年已有23家银行发行了超过
2700亿元的小微金融债。

3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支持
金融机构发行3000亿元小微金融债券用
于发放小微贷款。从目前进度来说看，已
实现超九成。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受疫情
影响，中小微企业受到冲击更加明显，所
以强调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对
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对于中小银行
而言，发行小微企业债是更快地补充资

金来源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也是今年小
微金融债发行规模和需求较去年明显增
加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银行加入
到小微金融债发行队伍之中。近期，柳
州银行发行第二期小微金融债，规模为
10亿元，期限为3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微金融债发行
在加速，但发行主体相对单一。据记者统
计，近年来发行小微金融债的银行，多以股
份行、城商行为主。

近期还有2家股份行发行了小微金融
债，分别是兴业银行和平安银行。其中，平
安银行是今年首次发行小微金融债，发行
规模为300亿元，票面利率为2.3%；兴业银
行发行的是今年第二期小微金融债，包括
220亿元票面利率为2.58%的3年期品种和
50亿元票面利率为2.95%的5年期品种。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今年
已有23家银行合计发行了30单小微金融
债，发行规模共计2752.8亿元，而在去年
同期，这一数字仅为640亿元。其中，3月
份发行规模最多，共有13家商业银行集中
发行了14单小微金融债，合计规模达1300
亿元。

从发行期限来看，小微金融债发行期
限以3年、5年为主。从发行利率来看，2019
年，小微金融债发行票面利率在3%—4%
之间。今年以来，票面利率维持在2%—
3%之间。其中，农业银行于4月17日发行
的小微金融债发行利率目前最低，为
1.99%。此外，长沙银行2019年11月份发
行的3年期“19长沙银行小微债01”票面利
率为3.64%，今年2月份发行的同期限的

“20长沙银行小微债01”为3.06%，相比此

前下降了58BP。
小微金融债走热，和监管政策导向有

一定关系。在疫情下，央行和银保监会多次
强调要加大银行小微金融债发行力度。

2月26日，银保监会在通气会上表示，
将会同央行研究增加支小再贷款和加大银
行小微金融债发行力度，以引导银行增强
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3月31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提出，支持金融机构发行3000亿
元小微金融债券用于发放小微贷款。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武雯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小微金融债有利于拓宽小微企业融资资
金来源，有效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政
策方面也在引导银行多措并举支持小微
企业发展。相对来说，整体运行比较稳健
的中小银行更加容易发行成功。

年内小微金融债“提量降价”
发行超2700亿元同比大增330%

本报记者 冷翠华

利率下行叠加资产荒，保险
资金投资何去何从？今年，加大
权益资产配置成为多数险资的共
同选择。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
示，二季度以来保险机构调研上
市公司总数达1220次，较一季度
的929次增31.3%。其中，中国人
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次
数达143次，占比为11.7%。从险
资调研的上市公司来看，医药、制
造等行业上市公司是险资调研的
热门对象。

在长期利率下行，无风险投
资资产紧缺的情况下，增加权益
资产配置成为诸多险企的共同选
择。根据银保监会统计数据，今
年前4个月，险资投资股票和证券
投资基金的额度规模约为2.67万
亿 元 ，占 保 险 资 金 运 用 余 额 的
13.60%，占比达到4年来高点。

从保险公司调研的上市公司
来看，二季度，迈瑞医疗受险资关
注度最高，保险机构调研次数达
52次，其次是南极电商，险资调研
次数达19次，永高股份、利亚德和
德赛西威分别被保险机构调研18
次、17次和15次。

值得一提的是，险资调研第
一热门股迈瑞医疗所属的医疗板
块也正是保险机构调研的热门板
块，从调研的具体问题来看，机构
比较集中关注疫情对该公司的影
响。例如，疫情对其全球销售网
络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其重点关
注和布局的产线和产品等。天风
证券在研报中指出，预计未来10
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保持约为
10%的复合增长，迈瑞医疗作为龙
头企业，市场份额和估值全面看
涨。从险资调研第二热门股南极
电商来看，后者是较早大规模转

型线上的服装品牌商，其商业模
式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同时其
品类扩张亦被看好。

这些被险资调研次数较多的
个股二季度股价表现如何？东方
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从4月1日至
6月19日，迈瑞医疗的区间涨幅为
13.1%；南极电商的区间涨幅为
83.5%；永高股份、利亚德和德赛
西威的区间涨幅分别为26.75%、-
3.6%和73.86%。

利率下行时期，适当增配权
益投资，提升收益率，是诸多险企
的共同选择。同时，业内分析人
士认为，尽管各险企的具体投资
策略有分化，但整体来看，未来一
段时间险资的权益投资占比还可
能继续提升。

从险资举牌来看，截至目前，
今年险资举牌上市公司总案例已
达16例，但涉及的险企仅有9家，
且以大中型险企为主，例如，中国
人寿、中国太保集团及旗下4家险
企等，2015年到2016年的举牌“大
户”目前大多较为沉寂。除了举
牌主体发生了变化，举牌目的也
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出于财务投
资目的，希望获得长期稳定的投
资收益。同时，从举牌对象来看，
险资明显更倾向于银行股、H股。

除举牌上市公司股票之外，
更多险资的二级市场投资并没有
达到举牌线，因而对其持仓变动
不会单独披露。不过，从投资余
额占比来看，今年，险资投资股票
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进一步提
高，这反映出全行业的权益投资
占比提升。“随着未来监管对直接
融资比例的提升，保险资管股权
投资能力有望加强，长期股权投
资占比有望提升。”信达证券近期
在研报中指出。事实上，这也代
表了分析人士较为普遍的观点。

二季度以来险资调研超1200次
医药、制造等行业上市公司成热门

本报记者 周尚伃

上市券商去年业绩的整体飘
红，让外界对其分红金额更加期
待。

据统计，目前有32家上市券商
在2019年度有分红计划，合计拟分
红金额高达 302.07亿元。截至《证
券日报》记者发稿，已有 12家上市
券商分红实施完毕，另有 4家上市
券商发布了分红实施公告，将于近
期进行股权登记。至此，已有16家
上市券商“兑现”2019年度分红计
划，合计实施分红金额为 82.37 亿
元。还有 16家上市券商的分红计
划“在路上”，仍有219.7亿元分红未
实施。

32家券商拟分红302亿元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2019
年，37家上市券商（不包含刚上市
的中泰证券）实现盈利 1016.59 亿
元。其中，有 32家有分红计划，合
计拟分红金额高达302.07亿元。派
现总额最多的是中信证券，其次是
国泰君安、华泰证券和广发证券等
大型券商。

历史上的高分红证券公司，一
般都具有市值排名靠前、ROE水平
高、盈利能力强等特点。具体来
看，上述 32 家有现金分红计划的
上市券商，其每股分红数额存在较
大差异。其中，中信证券、国泰君
安、广发证券、华泰证券、中信建
投、国信证券等头部大型券商的每
股现金分红较多，分别拟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3.9
元、3.5元、3元、2.35元、2元（均为
含税）。2019 年年报显示，上述 6
家上市券商去年实现的营业收入
均超 100亿元，实现的净利润均超
49亿元，营收及净利润均位列行业
前十。

除上述 6家上市券商外，还有
12家券商拟每 10股分配现金股利
达到或超过 1元，其中，中国银河、
财通证券均为每 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1.6元；东方证券、长江证券、国
元证券均为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元；东兴证券为每 10股派发现
金红利 1.4元；东吴证券为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 1.3 元；长城证券为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1元；红塔
证券、华安证券、山西证券、东北证
券均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

（均为含税）。
从 32家上市券商的 2019年拟

分红总金额来看，有 9家券商拟分
红金额超10亿元。其中，中信证券
拟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4.63亿元；国
泰君安紧随其后，拟合计派发现金
红利 34.74 亿元；华泰证券位列第
三，拟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27.23 亿
元。

半数上市券商实施分红

从券商分红的实施进度来看，
截至《证券日报》记者发稿，已有 12
家上市券商 2019年度分红计划实
施完毕，包括国信证券、国元证券、
国海证券、第一创业、山西证券、长
江证券、国金证券、东吴证券、浙商
证券、西部证券、西南证券、红塔证
券，合计已实施分红金额 51.17 亿
元。

另外，还有 4家上市券商的分
红计划等待实施，分别为东方证券
（6月18日发布实施公告，股权登记
日 6月 24日）、中信建投（6月 19日
发布实施公告，股权登记日 6月 29
日）、东北证券（6月 19日发布实施
公告，股权登记日 6月 24日）、天风
证券（6月20日发布实施公告，股权
登记日6月29日），合计将实施分红
金额31.2亿元。

至此，16家上市券商的2019年
度分红计划已“兑现”，还有16家上
市券商的分红计划“在路上”。

2019 年度未有分红计划的券
商有 5家。其中，海通证券因定增
推进暂不分红，这也是行业惯例；招
商证券因目前正在推进配股相关事
项而暂不分红；方正证券为保障公
司2020年-2022年战略规划的顺利
实施，在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和
股东长远利益的前提下，2019年度
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中原证券称，于
2019年 11月 7日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上半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2元(含税)，所以2019年下
半年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太平洋证券则
是因为截至 2019年末公司可供分
配的利润为负数，为保障公司业务
持续发展，实现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
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

16家上市券商分红82亿元
还有220亿元“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