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罗盘券商

研究能力评价揭晓

由搜狐金融事业部主办的首届

金罗盘券商研究能力评价日前揭晓，

评选出最佳券商研究团队和最佳分

析师等多个奖项， 国泰君安、 国金

证券、 湘财证券成为本次评选结果

最大赢家。 国金证券不仅位居最佳

券商研究团队 （短线组） 第二名，

还获得最佳券商研究团队 （中线组）

第八名； 国泰君安也分别取得了最

佳券商研究团队 （短线组） 第四名

和最佳券商研究团队 （中线组） 第

三名； 同样在最佳券商研究团队短

线组和中线组占据席位的还有湘财

证券， 获得短线组第三名和中线组

第七名。 （尹振茂）

摩根大通：仍需预防

大规模货币宽松和不良贷款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日前就

刚落幕的全国金融监管工作会议指出，

2012

年的货币政策将偏向于宽松， 货币宽松规模和

范围则相对温和， 但重要的是要预防新一轮的

大规模货币宽松和新不良贷款的累积。

他预计货币宽松将更加依赖于定量措施，

例如降低存准率、 放宽银行贷款的市场操作和

窗口指导等。 此类宽松政策将具有选择性， 部

分行业会从中受益， 而房地产市场以及高耗能、

高污染行业等将继续面临紧缩的信贷状况。 他还

指出， 房地产市场价格回落、 地方政府债务和金

融稳定性之间的互动可能会演变为决策者在

2012

年所面临的最大国内不确定性因素。 （黄兆隆）

兴业证券

与福州市开展战略合作

兴业证券与福州市今日在福州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兴业证券将担任福州

市政府资本市场顾问， 协助其利用资本市场

提高区域经济证券化水平。 其中， 重点提供

资本市场专业咨询和培训服务， 积极为其引

进项目、 资金、 人才和技术； 重点培育和促

进福州辖区企业发行上市， 推动符合条件的

企业发行债券； 共同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吸引资金参与福州市的创业投资， 推动高新

技术企业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等。

据了解， 今后五年， 兴业证券将力争保荐

10

家以上福州企业发行上市， 为福州市代理

发行各类债券不少于

100

亿元， 吸引不少于

50

亿元资金参与福州市创业企业投资， 帮助

不少于

10

家企业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交易。 （李东亮）

马骏：中国经济

今年将从减速到复苏

德意志银行近日举行第

10

届 “中国概念”

投资论坛， 发布了

2012

年中国经济展望与投

资策略。 该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博

士在年会上预测称， 由于地产投资和出口的

下行， 中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将继续减速，

年化环比

GDP

增速可能降到

6%~7%

。 但环

比经济增长估计在二季度可以开始恢复， 同

比经济增长则在三季度可显现复苏。 全年来

看， 马骏预测中国

GDP

增长为

8.3%

， 低于

2011

年的

9.1%

的估计数。 二三季度开始的复

苏主要基于欧洲环比经济增长的改善、 国内

货币紧缩力度的松动、 财政政策对部分公共

投资和消费的支持等。 马骏同时预计今年全

年

CPI

同比增长为

2.8%

， 明显低于去年。

关于今年的中国股市前景， 德银的研究

团队认为，

MSCI

中国指数有

25%~30%

的上行

空间， 每股盈利增长可以达到

10%

，

MSCI

中

国指数的预期市盈率预计将从目前的

8.2

倍上

升到年底的

10.5

倍。 （孙晓霞）

资料图

A6

2012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五

主编

：

郭峰 编辑

：

李桂芳 电话

：

0755-83554006

Institution

机构

兴业银行首笔自愿适用赤道原则项目落地

近期在国内首家 “赤道银

行 ” ———兴业银行的积极推动

下， 中国首笔自愿适用赤道原则

的项目在西安成功落地。 兴业银

行高层表示， 此举标志着国际上

被广泛遵循的赤道原则在中国得

到更广泛的认同， 也表明中国企

业从被动遵循赤道原则向主动寻

求以赤道原则管理风险的转变，

可持续金融在中国的实践得到进

一步深化 。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

解， 此次落地的首笔自愿适用赤

道原则项目为靖边西蓝天然气综

合利用项目， 由西安市西蓝天然

气集团投资兴建， 其全资子公司

靖边县西蓝天然气液化有限责任

公司运营 。 项目一期投资

3

亿

元，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

毛乌素沙漠南缘， 厂区原为荒沙

地。 项目主要工艺为将净化后的

天然气进行液化， 关键设备从国

外引进 ， 工艺技术先进 ， 能耗

低， 三废排放少。

据兴业银行总行工作人员介

绍， 根据赤道原则规定， 靖边西

蓝

LNG

项目本不属于适用赤道原

则的项目融资范畴。 但在与企业

的沟通中， 兴业银行发现西蓝天

然气集团作为在美国纳斯达克全

球主板上市的公司， 经营理念较

为先进， 并专注于天然气这一清

洁能源， 促进节能减排。 通过持

续沟通讲解， 西蓝集团自愿通过

赤道原则的审核以提升企业的经

营和管理， 成为兴业银行也是中

国银行业首笔自愿适用赤道原则

的项目。

西蓝天然气集团董事局主席姬

秦安表示： “第一次接触赤道原则

时， 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赤道原

则倡导绿色发展， 如果大家都这样

做， 环境才会更好， 才会给子孙后

代留点空间， 因此， 西蓝集团愿意大

胆尝试、 积极探求与兴业银行开展赤

道原则业务合作。”

兴业银行透露， 该行自

2008

年承

诺采纳赤道原则以来， 将赤道原则作

为顺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平衡业务

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 发展绿色金融

的切入点， 已搭建形成较为完善的环

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对符合赤道

原则要求的项目开展环境与社会风险

相关管理。 截至

2011

年

11

月末， 兴

业银行共对

642

笔项目开展赤道原则

适用性判断， 其中

31

笔适用赤道原则

的项目已成功落地。

(

朱中伟

)

2011

年度各银行共计发行了

2

万多款理财产品

最高收益率

15%

中小银行领跑理财收益榜

证券时报记者 唐曜华

刚刚过去的

2011

年， 各银行

共计发行了

2

万多款理财产品。 截

至目前， 虽仍有部分理财产品未公

布到期收益率， 但是从已公布的收

益率数据来看， 中小银行理财产品

的收益率水平略高于大型银行。

中小行排行榜居前

据

Wind

资讯理财产品数据显

示，

2011

年发行的人民币理财产

品当中， 实际年化收益率排名靠前

的银行以中小银行居多， 包括兴业

银行、 北京银行、 民生银行、 哈尔

滨银行等。 兴业银行有多款理财产

品的到期年化收益率达

15%

， 令

其他银行难以望其项背。

从平均年化收益率水平来看，

兴业银行公布收益率的

183

只理财

产品的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4.49%

， 民生银行公布收益率的

685

只理财产品的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为

4.29%

， 光大银行公布收益率的

345

只理财产品的平均实际年化收

益率为

4.08%

， 中信银行和招行平

均实际年化收益率均为

4.06%

。

大型银行去年发行的理财产品

当中， 工商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

水平相对较高， 中国银行则相对较

低。 工商银行公布收益率的

537

只

理财产品的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4.38%

， 中国银行公布收益率的

105

只理财产品的实际年化收益率

为

3.33%

。

２０１１

年主打稳健型

各家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风格也

各有不同。 其中， 浦发银行、 中国银

行等银行去年发行了一些保本固定型

理财产品， 两家银行该类品种的占比

分别达到

63.4%

、

39.52%

。 外资银行

以及部分中小银行则发行了大量保本

浮动型理财产品， 比如花旗银行、 渣

打银行去年发行的理财产品几乎全部

为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 汇丰银行去

年发行的理财产品中保本浮动型理财产

品占比亦高达

77.93%

。 中小银行中深发

展银行去年发行的理财产品中有

52.02%

的比例为保本浮动型， 多家城商行去年

发行的理财产品全部为保本浮动型。

大型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则以非

保本型理财产品为主， 其中， 工行去

年发行的理财产品中

94.4%

为非保本

型产品， 建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比

例亦高达

88.55%

。

去年银行理财产品纷纷走稳健

路线， 对股票等高风险资产避而远

之。 除了外资银行理财产品一如既

往青睐投资或挂钩股票外， 中资银

行投资或挂钩股票的理财产品占比

较低。 外资银行中汇丰银行、 花旗

银行、 恒生银行、 星展银行以股票

为基础资产的理财产品占比均超过

50%

。 中资银行中仅招商银行、 光大

银行等少数银行占比略高， 接近

10%

左右。 但由于招商银行发行总数

较大， 导致该行以股票为基础资产

的理财产品的市场占比高达

46.74%

。

2011

年中国企业并购成本上升

证券时报记者 邱晨

彭博资讯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

出，

2011

年中国区企业并购重组

的规模出现萎缩， 但是企业并购成

本却正在大幅上升。

数据显示， 作为被收购方， 中

国企业

2011

年实现交易

2659

笔，

合计交易金额达到

1120.9

亿美元，

平均每笔交易金额为

5292

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平均每笔交易的溢

价率达到

17.22%

， 而

2010

年同期

数据仅为

3.01%

。 也就是说， 中国

企业的 “叫卖” 价格大幅上升。

另一方面， 中国企业作为收购

方参与的交易案中， 中国企业支付

的成本也在上升。 据彭博统计显示，

2011

年中资企业作为收购方参与的

交易达到

2510

笔， 交易金额达到

1410.6

亿美元， 平均每笔交易金额

为

7021

万美元。 中资企业在收购时

所支付的溢价平均达

15.46%

， 而

2010

年同期仅为

2.75%

。

据彭博资讯显示，

2011

年具有

可比口径的并购交易案中， 英国培生

国际教育集团收购环球教育集团成为

2011

年溢价率最高的一笔交易。

资料显示， 英国培生国际教育

集团当时以

2.94

亿美元 （约

18.6

亿人民币） 收购环球教育集团， 估

值相当于每股

11.006

美元， 是当

时环球教育集团在纳斯达克月均股

价

3.5

美元的

3.14

倍， 彭博计算显

示该笔交易的溢价率高达

237.9%

。

交易完成后， 环球雅思将从纳斯达

克退市。

而四川汉龙集团收购

Banner－

ma

资源有限公司则成为中国企业

海外收购交易中溢价率最高的一笔。

彭博资料显示， 该笔交易溢价达

1.24

亿美元。

若以行业来划分， 非周期性消费

品行业在

2011

年中国区并购交易中溢

价率最高， 平均溢价率达

31.1%

， 已公

布的平均交易规模为

5160

万美元。 其

次是通讯行业， 平均溢价率达

29.16%

。

另外， 溢价率比较高的行业还包

括： 基础材料行业溢价率为

26.08%

；

能源行业溢价率为

23.8%

； 周期性消

费品行业溢价率为

14.71%

； 金融行

业溢价率为

13.61%

。

2011

年石油能源行业依然是投资

者最为青睐的行业。 在中国大陆地区

前

10

大交易中， 共有

5

笔交易是中国

公司对海外石油资源的收购， 另有其

他

3

笔则与电力、 矿产等相关， 这其

中多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向外的延伸。

银行布局大宗商品金融服务

国内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市场的

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商业银行与期

货公司的关注。 近日华夏银行与一

家从事企业间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

(B2B)

平台供应商铜道进行了国内

首次电子化平台无缝对接。 据铜道

证券事业部总经理王斌介绍， 双方

拟共同打造一站式交易平台， 即通

过华夏银行的网络自助贷产品和电

子交易平台， 从事大宗商品交易的

中小企业客户将可实现资金的在线

支付计算与贷款随借随还等金融服

务， 而其最高贷款额度将达到

2000

万元到

3000

万元。

而此前， 中信银行也与天津联合

商品交易所达成了类似的金融服务协

议。 据中信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

前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资金量庞大，

动辄是上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单笔

交易金额， 因此目前银行在大宗商品

领域至少能够提供两方面的主要服务，

一是在线支付结算， 二是短期融资。

此外，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目前农业银行也已与国内某大宗商

品电子化平台达成合作意向， 提供

相应的金融服务。 虽然各家银行已

经在竞相布局， 但王斌认为， 目前

要银行业全面参与到国内大宗商品

市场发展仍有几大瓶颈急需突破。

王斌表示， 首先在技术层面上，

银行内部诸多信息系统需重新组合及

配置， 如信用信息系统、 存贷信息系

统、 电子支付系统等等， 都要根据大

宗商品电子交易的特点进行一个新的

组合， 以确保各系统的交易过程中的

联通和快捷。 其次， 电子交易的特点

决定了银行必须要改变传统的风险管

理文化， 尤其是授信流程。 新的电子

交易特点要求真正的 “线上授信”，

即在线提交申请可通过机器完成授

信， 而当前的线上授信还主要是 “线

上申请、 线下审核”， 其审批速度难

以匹配电子交易市场的快速变化。

中证期货机构事业部总经理钟

毅则表示， 从国外银行业与大宗商

品合作情况看， 银行往往需要大宗

商品交易商附加套期保值合约以增

加信用额度。 目前国内外资行如汇

丰银行在提供授信时也开始要求提

交相应合约。 钟毅认为， 随着国内

银商之间合作的深化， 期货公司也

将有望从中分一杯羹。

(

张宁

)

华夏银行推全新理财品牌

华夏银行近日针对我国理财市场推出全新

理财品牌 “龙盈理财”。 该品牌整合了旗下各

类个人金融产品与服务， 客户通过 “龙盈理

财” 平台， 可自由选择银行理财产品、 基金、

黄金、 保险、 艺术品等众多投资领域。 此外，

“龙盈理财” 强调为客户提供人性化服务， 加

大理财顾问对广大客户的服务力度， 为客户量

身打造专属理财投资方案， 帮客户实现安全、

稳健、 可持续回报。 （肖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