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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尚伃

近年来上市券商再融资“补血”
频繁。仅在去年 12 月底至今不足一
个月的时间内，就有浙商证券、华泰
证券、财达证券等 3家上市券商抛出
了再融资计划，拟募资合计不超 410
亿元。

除此以外，另有 4 家上市券商再
融资计划“在路上”。其中，国海证
券、中原证券、国联证券拟定增募资
合计不超 225 亿元，中金公司拟配股
募资不超 270 亿元。截至记者发稿，
共有 7家上市券商再融资拟合计不超
过905亿元。

一个月内3家上市券商
抛出再融资计划

1月 18日晚间，浙商证券抛出了
不超 80亿元的定增计划，拟向包括控
股股东上三高速在内的不超过35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的股
票数量不超过 11.63亿股。不过，1月
19日浙商证券再发公告称，收到上交
所关于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监管工
作函，涉及对象为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定增预案发布之前，浙商证
券自2017年登陆A股上市后已实施了
3次再融资，募资总额为 133.05亿元。
针对本次定增，浙商证券控股股东上
三高速“出面”，拟以现金方式认购股
票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
行数量的 20%，且本次非公开发行完
成后，上三高速持股比例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54.789%。

除浙商证券外，近一个月内，财达
证券于去年 12月 26日发布了定增预
案，拟募资总额不超50亿元；紧随其后
（去年12月30日），华泰证券抛出的不
超 280亿元的巨额AH配股方案则引
发了市场高度关注。

上市券商频繁再融资受到监管
机构的关注。1月 3日盘中，证监会发
言人表示，证券公司自身必须聚焦主
责主业，树牢合规风控意识，坚持稳
健经营，走资本节约型、高质量发展

的新路；审核中将充分关注上市证券
公司融资的必要性、合理性，把好股
票发行入口关。同时，证监会也会支
持证券公司合理融资，更好发挥证券
公司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
作用。

大同证券非银金融行业分析师闫
晓伟表示，“券商融资需求不能忽视，
但更高效的资金使用，更合理的资金
配置才是券商需要优先考虑的。这也
有利于券商能够更细致地梳理自身业
务，确定发展方向。”

重资本业务
驱动再融资需求增加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再融资
新规落地至今，约六成上市券商已实
施 A 股定增、配股或可转债事项。

2020年至 2022年三年间，A股券商再
融资规模分别为 1208.36亿元、405.74
亿元、806亿元。

开源证券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
师高超表示，“证券行业面临杠杆率、
流动性和集中度三重风控监管体系，
股权融资是补充净资本、缓解流动性
等指标压力的最有效手段。近年来券
商场外衍生品等占表型业务快速发
展，带来增量利润和高ROE的同时，也
催生了头部券商的再融资需求。同
时，从证券公司年度的分类评级指标
看，规模、排名型指标占比偏高，而对
内生盈利能力的关注偏少；在规模和
效率之间，证券公司往往更重视规模
和业务排名。”

上市券商再融资后的募资投向
也显示业务的重点发力方向。据梳
理，资本中介、投资与交易业务已成

为上市券商近年来再融资最主要的
投向。近期抛出再融资计划的上市
券商中，财达证券 30%的募集资金、
华泰证券 36%的募集资金、浙商证券
31.25%的募集资金均拟投向资本中
介业务；财达证券 40%的募集资金、
华泰证券 29%的募集资金、浙商证券
50%的募集资金均拟投向投资与交易
业务。

“证券行业竞争加剧，轻资本业
务牌照红利减小，券商积极发力资本
中介类业务；随着业务创新和机构业
务需求大幅增长，以两融、衍生品、直
投跟投等资本金推动型业务的需求
持续增加。上市券商资金型业务收
入占比自 2013 年的 35%提升至 2021
年的 46%，重资本业务的快速发展
驱动券商再融资需求增加。”高超补
充道。

上市券商再融资需求强劲
7家公司拟募资合计不超905亿元

本报记者 王思文

2023年以来，新基金发行呈现“冰
火两重天”：1月 9日，中庚港股通价值
18个月封闭股票成为 2023年首只“日
光基”，超过 30只基金产品密集发布提
前结束募集公告；也有基金产品在年初
宣告发行失败。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
是与去年股票市场表现、权益基金募集
热度降温明显、投资者短期信心不足有
一定关系。

具体来看，截至 1月 19日，今年以
来发行规模最大的新基金为方正富邦
同业存单指数 7 天持有基金，规模为

60.92亿元。此外，中庚港股通价值 18
个月封闭股票、平安策略优选 1年持有
混合、汇添富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
题ETF、汇添富丰和纯债的发行规模则
均超10亿元。

Wind 资讯数据显示，2023 年以来
新成立基金规模已达到346.39亿元，基
金数量合计48只。

今年以来新成立的基金类型延续
了去年的结构和趋势。例如，债券型基
金仍然是新成立基金的主力，发行规模
合 计 达 201.68 亿 元 ，占 总 规 模 的
58.22%，发行数量达 14只；其次是权益
类基金，包括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

金，发行规模分别为 74.85 亿元、54.29
亿元，占总规模的 21.61%、15.67%，发
行数量分别为17只和7只。另外，QDII
基金、公募REITs和 FOF基金也在 1月
份陆续添员，发行规模分别达 6.84 亿
元、5亿元和3.73亿元。而货币型、另类
投资基金目前暂未有新基金成立。

从基金管理人角度来看，开年以来
已有 40 家基金公司率先新成立了基
金。其中汇添富基金、国投瑞银基金新
成立基金数量较多。

“受去年市场震荡影响，基金投资
者对增量基金的认购还是相对犹豫
的。”一位大型券商产品经理向记者表

示，“不过，近期投资者对基金产品的热
情的确有所升温。”

谈及2023年新基金发行趋势，一位
公募 FOF基金经理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目前市场资金热度有一定好转
迹象，但节前资金的观望情绪还是相对
浓厚。市场对于 2023年投资环境仍比
较看好，考虑到市场预期以及节假因
素，预计春节后新基金发行热度或有提
升，市场可选产品空间也会相对增大。”

对于基金产品的选择，财信证券分
析师刘鋆建议，“要综合考虑建仓期、费
率、基金经理长期业绩及回撤控制、相
关行业主题的行情等因素，谨慎投资。”

年内新成立基金规模近350亿元 债基仍是主力

本报记者 杨 洁

1月 19日，记者从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
商协会”）获悉，2022年，交易商协
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
人民性，积极推动银行间市场高质
量发展。

服务实体方面，交易商协会
2022年全年支持债务融资工具发
行 89717亿元。截至 2022年末，债
务融资工具存量145164亿元，同比
增长 4%。全年累计开展 230个企
业债券项目审核，金额合计3042亿
元。

支 持 民 企 方 面 ，民 营 企 业
2022年全年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约
5500 亿元，同比增长 20%。全年
融资租赁、供应链等 ABN（含 AB⁃
CP）发行 1224 亿元，支持小微企
业超 1万家。

房企融资方面，2022年支持房
企发行债务融资工具2928亿元，同
比增长 11%。支持民营房企发行
487亿元，同比增长 24%；支持民营
房 企 注 册 141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9%。4家优质房企共完成780亿
元的储架式项目注册。中债增进
公司为 12 家民营房企 205 亿元债
券的发行提供增信支持。

绿色发展方面，2022年绿色债
务融资工具发行3215亿元，占国内
绿色债券市场规模的 37%，占绿色
公司信用类债券的 63%。发行碳
中和债1366亿元，预计带动环境效
益减排二氧化碳2575万吨、节约标
准煤 1121万吨。创新推出转型债
券，全年发行49亿元。

能源保供方面，2022年支持中
国国新和中央发电企业发行能源
保供特别债1185亿元，保障国家能
源电力供应安全。

乡村振兴方面，2022年累计支
持 27个省（区市）的 126家企业发
行乡村振兴票据1498亿元。

科技创新方面，整合升级推出
科创票据，2022年全年发行1579亿

元，惠及近100家科创企业。
交通强国方面，2022年支持交

通运输企业、航空公司、物流企业
分别发行债务融资工具9489亿元、
1363亿元、98亿元，助力航空、物流
企业纾困。

盘活存量方面，2022 年全年
ABN、ABCP 发行 4624 亿元。资产
担保债务融资工具盘活企业基础
设施、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资产，全
年注册 11单，金额共计 81.3亿元。
类 REITs 累计完成注册 260 亿元，
发行 149亿元，截至 2022年末储备
项目超 500亿元，快速推动市场扩
容。

市场开放方面，2022 年全年
熊猫债发行 805亿元，国际开发机
构共发行熊猫债 145亿元，同比增
长 45% 。 募 集 资 金 88% 用 于 境
内 ，有 效 支 持 我 国 实 体 经 济 发
展。全年支持 6 单、64 亿元绿色/
碳中和熊猫债发行，同比增长超 1
倍。完成首单社会责任熊猫债发
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次
采用框架发行方式发行可持续发
展熊猫债。全年通过“债券通”完
成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金额共计
2393亿元。

信用衍生品方面，2022年信用
风险缓释工具（CRM）市场参与者
145家，同比增长 17%。各品种交
易名义本金 531 亿元，同比增长
43% 。 信 用 风 险 缓 释 凭 证
（CRMW）支持债券发行 580亿元，
其中支持民营企业债券发行 110
亿元。

债转股方面，2022年评估 258
个债转股项目，金额合计 1781 亿
元。支持 32家困境企业化解债务
546亿元。2016年以来累计落地金
额超2万亿元。降低转股企业资产
负债率9个百分点。

防范风险方面，加强承销发行
规范，2022年全年开展约谈提示52
家次。全年共 35家企业的 69期债
务融资工具通过多元化处置措施
化解风险，涉及债项本金619亿元，
同比上升62%。

交易商协会：2022年全年支持
债务融资工具发行89717亿元
支持房企发行债务融资工具2928亿元，同比增长11%

本报记者 李 冰 余俊毅

银行正在加速推进物理网点
的“智能化”改造。截至 1月 19日，
去年以来，我国合计已有 2532 个
银行网点终止营业。与之呼应，银
行特色化及数智化网点正逐渐增
多。

《证券日报》记者在走访中了
解到，银行网点正加速“瘦身”，并
追求“小、美、精”，朝着特色化、差
异化方向发展。

多位受访者认为，线下网点持
续减少，是银行通过科技手段加速
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的表现
之一。

中关村科金金融行业负责人
邓江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数字变革的冲击下，银
行实体网点的收缩并不意味着银
行业务的收缩，而是银行服务线
上化、智能化引发客户消费习惯
改变的必然结果。在数智化转型
进程中，银行借助科技手段拓展
多样化的业务办理渠道，如 App、
小程序、自助终端等，以适应更加
激烈的竞争；此外，银行还要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5G等前沿科技，以
不断满足用户个性化的服务需
求。”

多家银行正在打造创新型特
色网点，例如，浦发银行某支行打
造了茶文化特色网点、交通银行某
网点打造了“零碳网点”，建设银行
打造了“创业者港湾+绿色金融”特
色网点等。

记者了解到，大多数银行智慧
型网点已经能够实现从办卡、开通
电子渠道到电子渠道交易的“一条
龙”全自助业务办理，这得益于不
断提升的网点智能化水平，同时，
智能化改造对网点服务效率的提
升也显而易见。以开卡为例，以前
通过柜台开卡需要15分钟左右，但

使用自助发卡机，两三分钟就可以
完成开卡。

“近年来，众多银行网点进行
了数智转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引入数字人服务，如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重庆分行的虚拟数字人‘小
邮’，让用户享有了更好的服务体
验。”在邓江看来，银行发展特色线
下网点不仅是基于自身业务发展
需要，更重要的是实现差异化竞
争；此外，伴随网点收缩，单一网点
承载的业务将有所增加，也更需要
依赖科技赋能。

“ 数 智 化 ”银 行 服 务 更 强 调
“科技”“效率”“智慧”和“体验”。
比如，工商银行积极运用大数据
等先进技术，不断探索“政银合
作”新模式。此前，工商银行与山
西省社保局合作，通过工行自助
终端提供资格认证、失业保险申
领、在职参保证明打印等 8项高频
社保业务，现已覆盖山西省 11 个
市、50个区县。

近期，广州农商银行首家5G智
慧旗舰网点正式营业。该网点融
合智能识别等多种生物识别技术，
以及大数据分析、体态特征智能分
析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设置各类
智能设备，实现到店提醒、业务办
理路线指引等特色功能，显著缩短
了办事流程和时间。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
学家郑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未来银行网点的智能化水平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比如在服务
效率、服务范围和精准度、风险管
理能力、产品设计等方面，均可以
通过数智化技术和系统升级得到
改善和提高。目前看来，数据人
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区块链
技术、云计算与边缘计算技术、数
字身份和可信联网技术、VR/AR
技术等，都能够帮助银行业务实
现新突破。”

去年以来已有2532个网点终止营业
银行加速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

本报记者 彭 妍

距离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今年 1月
5日“决定建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
动态调整机制”已经过去了十余天，房
贷款利率下调了吗？据《证券日报》记
者了解，在动态调整机制下，九江、太
原、唐山等部分符合条件的城市已下调
了当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有的首
套房贷款利率下调至3.8%。

银行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动态调整
机制的建立，预计后续将有更多城市下
调首套房贷款利率。

部分地方首套房贷
利率降至3.8%

1月 5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建立新发放首套住房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长效机制的通知》
（下称《通知》）。

《通知》提出，自 2022 年第四季度
起，各城市政府可于每季度末月，以上
季度末月至本季度第二个月为评估期，
对当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化情

况进行动态评估。对于评估期内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3个
月均下降的城市，阶段性放宽首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1月 18日，江西九江市人民政府发
布公告称，九江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
人 住 房 贷 款 利 率 下 限 调 整 为 LPR-
30BP，自公告次日起执行。如后续评
估期内（上季度末月至本季度第二个
月为评估期）出现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 3个月均上涨情
况，则自下一个季度起，恢复执行全国
统一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下限。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向九江市
部分银行网点电话咨询最新房贷利
率，相关工作人员均确认已按照最新
利率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由 4.1%下
调至4%。

除此之外，符合条件的城市中太
原和唐山均将首套房贷款利率下调至
3.8%。工行唐山某支行网点信贷部的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目前执行首套房
贷款利率3.8%，包括新房和二手房。”

建行太原某支行信贷部相关负责
人对记者表示，从本周起，新办理的首
套住房贷款利率最低降至3.8%。

IP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动态调整机制有
利于各地根据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化
的具体情况来“因城施策”，用足用好

“房住不炒”的政策工具箱，更好地支持
刚性住房需求，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回暖
和房地产行业回归平稳健康运行状
态。此次政策依然是从资金端入手，希
望以打破商业性房贷利率下限的方式
来降低刚需者购房按揭的资金成本，促
进房价下降超过三个月的城市刚需积
极入市。

房贷利率
仍有下降空间

针对刚性需求的首套住房贷款的
调整政策自去年以来不断深化。去年5
月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对
于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
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减20个基点。同年9月份，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阶段性调整差
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明确提出，
符合条件的城市，在2022年底前阶段性
放宽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下限。此后，多个城市首套房贷利率
下限降至 4%以下，部分城市取消利率
下限，利率执行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此次首套房贷利率动态调整机制
的确立，实际上就是对此前政策的延
续。在业内人士看来，从2022年底前阶
段性放宽，到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支持
刚性需求、提振房地产市场信心的信号
逐步释放。

贝壳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16日，全国首套房贷利率低于 4.1%
的城市共 11个，上个月为 19个。对于
后续的房贷利率趋势，易居研究院智库
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当前，多个城市房地产市场调
整压力较大。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有助于后续更好
地促进房贷实际贷款利率下调。LPR
本身依然存在下调空间，首套房贷款利
率下行的概率依然较大。”

多地首套房贷利率开启动态调整 支持刚性住房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