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八菱科技中止发行并不是一个偶然。 其

背后是新股询价市场悄然发生着巨变。 一面是询价机构

对新股申购的热情早已消退， 新股发行市场艰难前行；

一面是投行缺乏忧患意识， 仍旧高定价高市盈率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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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生科技登陆新三板

申万担任推荐主办券商

日前， 申银万国公告称， 由该公司推荐的

北京易生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6

月

21

日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报价转让。

据申银万国代办股份转让总部总经理张云

峰介绍， 除却仅有的一家公司因为内部管理层

斗争未能成功上市外， 申万推荐新三板项目成

功率近乎

100%

。 （黄兆隆）

机构新股询价

新股发行 过半机构只咨询不申购

证券时报记者 吴清桦 伍泽琳

以前不少在新股申购市场表现

活跃的询价机构， 正渐渐淡出询价

市场。

近日， 证券时报针对询价机构

对新股询价的态度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 过半询价机构认为最近市场

疲弱， 投资新股风险增加。 这些询

价机构对新股申购持谨慎态度， 在

参与询价时大多只是了解信息， 很

少出手申购； 只有针对少数基本面

十分优质的公司， 才有积极性申

购。 更有部分询价机构表示， 早在

几个月前， 新股询价申购业务已经

基本停止。

申购少咨询多

在最近的新股网下申购名单

中， 券商集合理财、 信托公司、 私

募等询价机构几乎不见踪影。 而基

金公司、 保险公司、 券商自营参与

新股申购的热情也在消退， 出现在

新股申购名单中的频率大大降低。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一家询

价机构在接到投行邀请其参与新股

路演的电话时， 很直接地回答：

“现在参与新股申购得加倍小心了，

之前的不少项目还被套着呢。” 由

此， 询价机构对新股申购的谨慎态

度可见一斑。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调查时，

很多询价机构表示， 当前新股询价

申购这块业务仍旧保留， 机构投资

者也还是在继续关注新股申购的动

向， 愿意去深入了解拟上市公司的

质地， 只是掏出真金白银进行申购

的几率低得多了。 “除非是特别好

的公司， 我们才会出钱申购。” 一

家询价机构坦诚说道。

询价机构的态度， 与年初相比

可谓大相径庭。 今年年初， 新股路

演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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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构参与的情况还很

普遍； 而在去年一级市场炙手可热

的时期， 动辄一两百家机构参与询

价的盛况也屡见不鲜。 但是现在很

多新股路演已变得十分冷清， 参与

的询价机构寥寥可数。

调查中， 一部分询价机构还表

示， 因为股票市场行情不好， 公司

已经暂停了新股询价申购业务。 目

前， 有的券商自营已将原本用于新

股申购的资金转向债市投资， 或者

用于同业拆借。 也有询价机构表

示， 今年年初， 公司已经对新股申

购持谨慎态度了， 基本很少参与一

级市场新股申购。 即使是十分看好

的公司， 也要通过层层审批， 获得

有关负责人的一致通过后， 才能参

与新股申购。

“我们对新股的定价大都源于

自己对公司基本面的研究。 我们对

于不了解的公司是不会随便进行申

购的。 如果是我们熟知的、 成长性

高的公司， 即便市盈率

20~30

倍，

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一家私募

基金询价机构透露。

机构间的蝴蝶效应

记者了解到， 影响询价机构申

购新股热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股

市低迷而新股市盈率仍旧偏高。 目

前股市行情低迷， 新股上市破发的

可能大大增加， 新股的无风险收益

早已不复存在。

有的询价机构明确表示， 只有

能够赚到钱才会参与新股申购。 以

前虽然市盈率高， 但是市场表现好，

打新仍旧能赚到一二级市场的差价，

所以询价机构仍然很有积极性。 但

是现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打新

已很难赚到钱甚至还会亏钱， 询价

机构打新热情便大大消退。

还有的询价机构表示， 投行虽

然相较以前有更多的沟通， 但是在

项目定价时还是不太考虑到询价机

构的感受， 发行价和市盈率仍旧存

在虚高的现象。 部分投行出具的新

股定价报告， 乱报价、 利润增长率

虚高等不太合理的现象也仍然存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询价机构

之间互相影响的作用十分明显。 调

查中， 大部分询价机构表示， 询价

申购是一个群体共同参与的事情，

如果参与的机构少了， 单家承担的

风险概率便大大增加。 因此， 询价

机构抱团的心态更为明显。 一般而

言， 多数询价机构会参考其他询价

机构参与的热情度， 以此来确定自

己最终是否参与申购。

资金上演大撤退 机构打新伤不起

2~5

月打新次数锐减

85%

，平均每次动用资金减少约

2

亿

证券时报记者 邱晨

今年以来， 询价机构在新股首发

市场上演了一出空前的 “大撤退”，

各类机构参与首发配售次数由

2

月份

的峰值

1902

次锐减至

5

月份的

285

次， 平均每次动用资金更是由

2.79

亿元萎缩至

6200

万元。

统计显示，

1~4

月份实施的首发

（

IPO

） 数量逐月减少， 分别为

34

﹑

27

﹑

26

和

23

家， 同时发行规模也呈

递减之势， 分别为

157.4

亿元﹑

110.4

亿元﹑

99.6

亿元和

98.8

亿元； 但这

两者在

5

月份分别回升至

27

家和

135.9

亿元。

相比

IPO

发行规模整体小幅下

降， 同一时间的机构参与

IPO

申购

的规模和次数却以成倍的速度纷纷离

场。 据统计， 今年的打新高潮出现在

2

月份，

1595

家机构合计参与

IPO

配售次数达到

1902

次， 累计申购资

金

5309

亿元， 平均每次申购动用资

金

2.79

亿元。

但是到了

5

月份， 新股申购市场

上仅剩下

211

家机构， 参与首发配售

285

次； 累计申购资金

178

亿元， 为

2

月份的

4%

不到； 平均每次动用资

金

6225

万元， 不足

2

月份的

25%

。

基金信托保险大撤离

作为

IPO

询价机构中的主力成

员， 基金打新的参与度也是在今年

2

月份达到顶峰后便急转直下。

Wind

统计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每月参与打新的基金次数均保持在

300

家以上， 仅

2

月份累计申购新股

动用资金就达到

833

亿元， 平均每次

打新动用资金

2.56

亿元。

到了

3～4

月份， 参与打新的基

金便大举撤离，

4

月份进一步跌至谷

底， 参与首发配售仅

68

次， 平均动

用资金锐减至

2379

万元。

5

月份，

基金打新次数虽然回升至

111

次， 但

平均动用资金却进一步下滑至

1737

万元， 不足

2

月份的一成。

值得注意的是， 以往打新的另外

两大主力———保险和信托也纷纷离

场。 保险在

2

月份还曾动用

1480

亿

元资金参与打新， 但到了

4

月份锐减

为

5

亿元，

5

月份又略微回升至

11

亿元； 与此同时， 险资每次动用资金

则由高位

10.1

亿元一路下滑至

0.5

亿

元。 信托的情况则更极端，

5

月份累

计申购动用资金仅为

2

月份

296

亿元

的零头———

6

亿元。

券商同盟土崩瓦解

在各类机构纷纷 “出逃” 的情况

下， 身兼发行主承销商和询价机构于

一身的券商表现又如何？

据统计， 券商申购资金从打新市

场撤退的速度不比其他机构慢。 在

2

月份的打新高峰期， 券商累计动用

824

亿元资金参与， 与基金基本持平。

到了

3

月份， 在各路资金大举撤

退的情况下， 券商仍拿出

298

亿元资

金参与打新， 甚至比基金还多出

69

亿元， 平均每次配售动用资金仍高达

3.7

亿元。 此举显示出在不利的环境

下， 券商仍有抱团撑台的打算。

不过进入

4

月， 券商同盟便彻底

土崩瓦解， 全月累计打新资金

10.7

亿元， 仅为

3

月的

3.6%

， 平均每次

动用资金

3221

万元， 环比锐减

91%

。

“破发这么严重， 资金撤离很正

常。” 上海某大型券商资本市场部负

责人表示， 一方面是股市低迷行情提

高了打新的风险成本， 另一方面持续

收紧的货币政策也进一步挤压了资金

的流动性， 从而导致首发市场资金枯

竭的情况在短期内很难改善。

投行与询价机构地位大逆转

证券时报记者 吴清桦 伍泽琳

以前， 新股发行一票难求时，

投行被询价机构热捧， 门庭若市。

不过， 眼下处于新股发行利益链条

中的投行与询价机构之间的地位却

出现了 “大逆转” ———投行门前乏

人问津， 倒是询价机构地位在直线

上升， 投行主动登门拜访、 希望询

价机构为新股发行捧场。

据统计， 今年以来接近八成的

新股破发， 在部分机构投资者眼里

先不论打新， 光是询价就有很大风

险。 参加询价机构获配几率大幅提

高后， 获配新股亏钱的可能性也随

之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 近期投行主动

性大大增加， 每次路演前都积极邀

请机构投资者参与询价。 “总体来

看， 大小券商态度迥异， 大券商依

旧强硬， 小券商变化明显。” 华融

证券投行人士如此诠释券商投行今

年以来发生的变化。

八菱科技事件后， 一家正在做发

行上市项目的券商资本市场部人士表

示： “券商和企业都着实紧张了一

把。” 发行前， 该券商资本市场部全员

出动， 与所有拟参与询价的机构密切

联系。 “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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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询价机构的报价

后， 我们才松了口气。” 该券商人士说。

与此同时， 询价机构也明显感

受到了券商投行的态度变化。 一家

沿海地区的询价机构表示： “有的

投行以前一直不怎么搭理我们， 倒

是我们时不时会向他们咨询一下最

近有什么好项目。 不过， 投行最近

却频繁主动登门拜访， 了解我们询

价申购的原则， 以及对某些产业的

偏好， 推介他们即将发行的项目。”

对投行来说， 新股不愁发的时

代或将成历史。 投行若继续沿用过

去的套路， 找些相熟的询价机构靠

人情报价也将面临困境。 部分眼光

敏锐的券商已意识到这一问题， 询

价机构的关系维护已被列入议程。

“我们正研究定期主动接洽询价

机构， 并不拘泥于一定要有项目时才联

系。” 中部地区某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甚至有的投行还设立了 “询价机

构关系维护岗”。 “除了加强定价报

告的研究水平外， 我们正考虑通过拜

访、 会议等多种途径维护与询价机构

的关系。” 一家刚新设询价机构维护

岗位的某大型券商人士表示。

除此之外， 有的投行还在硬件上

下大功夫吸引询价机构， 比如， 精心

准备新股定价报告。 据某询价机构向

记者透露， 现在部分投行的定价报告

变得实在多了， 不像以前那样总是把

预期业绩和增长率做得很 “漂亮”。

从疯狂的发行错位

回归市场本位

证券时报记者 吴清桦

此前， 新股上市是一场众人分

享的盛宴———发行者名利双收， 投

行机构承销费收入不菲， 打新者赚

取一二级市场价差。 不过， 这个平

衡的局面最近被打破了。 新股频频

破发， 打新者不仅不盈利反而浮亏，

对新股避而远之， 新股发行成为单

方面享受的大餐， 然而这一局面终

将不可持续。

新股发行中止第一案的出现，

说明市场这个无形之手的约束力在

增强， 行政力量和有形之手在慢慢

弱化， 发行者、 投行机构、 打新者

等市场各方各归其位， 各尽其责。

在这个背景下， 对投行机构而

言， 所做的不能仅是针对询价机构

“拉关系、 套近乎” 就可以了， 也不

能仅靠包装新股、 夸大盈利能力、 漂

亮的财务报表来获得认可， 更多的还

得凭借自己的真本事， 筛选出好的公

司， 合理定价配售， 才能赢得市场的

认可。

询价机构的报价往往被券商投行

的定价报告左右， 体现的是投行的意

志。 目前， 不少询价机构对拟上市的

新股并不了解， 信息的主要来源还是

券商的定价报告。 如果券商新股定价

报告的内容存在利润虚增或增长率虚

高， 询价机构也会迷惘， 无法给出新

股申购时的合理报价。 因此， 在新股

发行制度建设上， 应该加大对主承销

商的监控力度， 尤其是对承销过度包

装、 提供的资料不实等行为要加大惩

处力度。

在香港及境外市场， 新股询价

配售的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投行的

定价配售能力。 一个好的投行， 其

定价报告中对新股的定价与新股上

市后的价格之间偏差应该很小， 而

且对新股的业绩增长能力预测较为

准确。 基于投行提供的准确信息，

询价机构在做出判断， 并进行询价

时方能更有把握。 长此以往， 投行

与询价机构之间的稳定信任关系方

能建立起来。

对于热衷上市的公司来说， 通

过了行政审批只是开始了万里长征

的第一步。 公司要想发行成功， 关

键还要看市场是否认可。 公司只有

做实自身的业绩， 真正拥有完善的

内部治理结构和高水平、 受市场认

可的管理能力， 才能得到市场认可，

闯过市场这一关。 优质的公司， 市

场竞相申购， 高溢价发行为理所当

然， 而基本面差的公司， 无人问津，

发行失败也属正常。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东莞首届私募

高峰论坛召开

由东莞市证券业协会、 东莞证券主办的东

莞首届阳光私募基金高峰论坛日前在东莞国际

会展酒店正式举行。 统计显示， 截至

2010

年

底， 东莞有

6000

亿元的银行存款， 庞大的民

间资本需要保值增值。 正是看中东莞的资产规

模大、 质量良好， 不仅多家阳光私募在去年大

举进入东莞市场， 东莞还诞生了本土的阳光私

募基金。 （伍泽琳）

天津保监局着力增强

保险监管针对性和有效性

天津保监局稽查委坚持着眼保险监管大

局， 不断增强保险监管针对性和有效性。 据介

绍， 保监局进一步加强了季度报告管理， 畅通

稽查信息渠道； 充分利用专项报表、 现场检查

等渠道， 广泛收集辖内保险案件信息， 采取措

施及时化解风险， 防范风险横向传递； 组织专

项调研， 指导推动数据真实性自查。 （徐涛）

陕西保监局

推进保险行业管理创新

近期， 陕西保监局实施三项举措， 推进保

险行业社会管理创新。 其中， 陕西保监局建立

了服务民生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保险业增加

值、 对第三产业贡献度、 创造税收、 就业贡献

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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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 从经济贡献、 功能作用、 行

业影响力等三大方面， 量化陕西保险业为经济

发展所做的贡献。 （徐涛）

宁波保监局

组织险企助农户抗灾

日前宁波市先后遭遇三轮强降雨天气， 导

致小麦、 早稻、 西瓜、 蔬菜等农作物受灾。 对

此， 宁波保监局派出工作人员指导有关保险机

构做好防灾防损和理赔工作， 帮助农户减少

损失。 （徐涛）

阳光保险

获最佳管理创新奖

日前， 英国 《金融时报》 在其举办的

“

2011

英国 《金融时报》 青岛国际金融高峰论

坛” 上推出了 《

2011

年中国金融创新企业白皮

书》。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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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国金融机构荣登企业创新榜，

阳光保险集团作为惟一入选的保险企业， 荣获

“

2011

中国保险业最佳管理创新奖”。 （徐涛）

一周数字

Number Talks

6.6222%

年内第六次提准继续冲击着资金面。

6

月

16

日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上， 除隔夜利率

基本持平外， 其他主流期限品种均继续上扬。

其中，

7

天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收于

6.6222%

，

一举突破

2

月份高点。

800

亿元

为充实公司资本， 建设银行董事会近日审

议通过了发行

800

亿不少于

5

年期人民币次级

债的计划。

21

亿元

痛失参与民生银行

A

股定向增发机会的

史玉柱近几个月来， 通过二级市场不断增持民

生银行股份。 史玉柱旗下的上海健特生命科技

公司经过

24

次增持后， 持有民生银行

A

股的

比例已由

3

月

2

日的

0.65%

增至

6

月

8

日的

2.35%

， 投入资金超过

21

亿元。

256.45

亿

5

月房地产信托发行持续高位运行， 单月规

模达到

256.45

亿创历史纪录。 （林荣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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