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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锤子买卖

证券时报记者 邱晨

2000

年， 中石油

H

股全球发行，

高盛担任主承销商。 为了将发行价格

提高

1

分钱 （港元）， 中石油与承销

商高盛在发行前进行了

3

个多小时的

谈判， 最终双方才达成协议。 类似这

种情况在海外是司空见惯的。

国内恰恰相反， 投行想方设法为

发行人着想卖高价， 询价机构如同赶

集一样参加路演， 报价高个几十元是

常有的事情， 然后一帮发行人乐呵呵

地数着钱， 心满意足地离去。

一锤子买卖

为什么国内投行在承销新股发行

时总是站在发行人一方？ 从本质上

看， 投行本应是站在发行人与投资者

之间， 根据双方的诉求来协调和平衡

双方利益的中介角色。 但是， 为什么

投行很少愿意维护询价机构和投资者

的利益？

记者在与多位投行发行部人士充

分交流后发现， 在投行看来， 现阶段

A

股市场上， 投行承销首发 （

IPO

）

项目发行还只是 “一锤子买卖”。

从流程上看， 当投行要承销发行

一只新股时， 他们会逐一发函通知各

类询价机构， 然后组织人力前去那些

对新股表现出兴趣的询价机构处做路

演， 最后想办法让这些机构在询价时

尽可能地报个好价钱。 不过， 一旦新

股发行完毕， 投行和询价机构的亲密

关系就告一段落， 如若 “有缘” 则得

等到下次再有新股发行时才相聚。

“今天来了一批询价机构， 下次

来的往往换成了另一批询价机构。”

西部某投行资本市场部人士在谈及对

承销新股发行的感受时说道。

这种赶集式的新股询价方式， 让

投行与询价机构之间没有形成任何利

益纽带， 但是投行的利益却与发行人

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投行的疑虑

那么， 如何让国内投行像海外投

行一样， 在

IPO

承销时同时兼顾发

行人和投资人的利益， 从而改变 “一

锤子买卖” 格局呢？ 答案很简单， 让

投行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有效地衔

接在一起即可。

但是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却很

难。 记者发现， 多数投行人士的疑虑

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我们的投

资者在哪儿？”

在国内当前环境下， 普通投资

者， 或者说散户投资者仍占据资本市场

的绝大多数。 从投行的角度看， 这就存

在一个问题， 亦即投资者群体过于分

散， 投行很难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对接

的主体。

同时， 与国外众多大型机构投资者

相比， 我国绝大多数机构投资者的资金

规模仍较小， 且分布比较分散。 另外，

根据现行

IPO

网下发行制度， 询价机构

申购时仍采取摇号中签的形式， 换句话

说， 也就是报价高者不一定获配， 申购

量大者也不一定获配。 因此， 投行即便

想维护询价机构的利益， 却也常常显得

有心无力。

“把别人叫来了， 花了很多功夫，

最后让人家空手而归。” 这是许多投行

人士谈到难以维护与询价机构的关系

时， 反复提及的一句话。

因此， 站在市场化的角度上看， 如

果没有办法将投行与投资者的利益进行

捆绑， 那么仅从道德上要求投行多考虑

投资者的利益是不现实的， 而眼下要求

投行学会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也只会

流为一句空话。

利益绑架

记者在与投行人士交流的过程中，

还听到了一个发生在新股发行时的有

趣故事。 一家投行发行部人士正在为

一只新股的路演和询价做准备时， 发

行人的代表来到了这家投行， 并抛出

了 “你们只要负责找几家询价机构来

凑数， 剩下的买家机构我们来找” 这

样的话。

由此可以想象， 对于投行来说， 常

常遇到这类 “神通广大” 的发行人并不

稀奇。 事实上， 在目前环境下， 国内不

少 “背景深厚” 的上市公司是投行得罪

不起的， 投行在承销发行过程中也就没

有太多的话语权。

考虑到目前投行新股发行的保荐费

用、 承销费用和超募提成均来自于发行

人的口袋， 因此对于投行来说， 自己不

用干太多的活， 发行人自己找个好买

家、 定个好价钱， 投行又何乐而不为？

另外，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还有机会为投

行创造增发、 配股、 发债等收入机会，

投行当中已经有意或者无意地被发行人

“利益绑架” 了。

在投行看来， 一边是 “发工资” 的

发行人， 一边是 “来赶集” 的询价机

构。 如果说市场化的其中一条核心原则

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那么 “尽量卖个好

价钱” 就成为了投行必然的选择。 因

此， 投行一面倒地倾向发行人利益的行

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国内现首单券商投顾荐股纠纷

证券时报记者 曹攀峰

弱市行情纠纷多。 证券时报记

者了解到， 北京某投资者因为接受某

家券商投资顾问的投资建议操作股

票， 亏损

40

余万元后， 该投资者委

托律师向投资顾问及其所在券商发去

了律师函。 该案件堪称去年

1

月

1

日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 颁布

后国内公开出现的首单投资顾问荐股

纠纷。

纠纷缘由

2011

年

A

股市场行情可谓羸弱

不堪， 致使个人投资者， 甚至多数机

构投资者陷入亏损境地。 亏损之时，

投资纠纷亦开始出现。

最近北京一位齐姓投资者欲拿起

法律武器， 状告他的投资顾问。 按照

齐某的代理律师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

张远忠律师介绍，

2011

年

3

月

31

日， 齐某接受某券商投资顾问徐寿文

的短信， 内容为 “三一重工近期可能

有

20%

左右的上涨幅度”；

4

月

1

日，

徐寿文在给齐某的投资分析报告中指

出， “三一重工要在香港增发， 价格

是

35

元港币， 预计

A

股应该到

32

元以上”。 彼时， 三一重工的股价刚

经过

2

个多月的上涨，

4

月

1

日股价

大致在

28

元左右。

张远忠律师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齐某此后陆续买入三一

重工， 但该股票价格在反弹一段时间

后改为掉头向下。 齐某去年底清仓了

三一重工， 总共损失

40

多万元。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认为， 徐寿

文的行为违反了 《证券法》 第

171

条

第四

(

项

)

“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

人员服务业务不得利用传播媒介或者

通过其他方式提供、 传播虚假或者误

导投资者的信息” 的规定和 《证券、

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 第

21

条 “证券、 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及其投

资咨询人员， 不得以虚假信息、 市场

传言或者内幕信息为依据向投资人或

者客户提供投资分析、 预测或建议。”

因为从公开资料查询得知， 三一重工

彼时虽然欲在香港增发， 但增发价格

并不是徐寿文所说的

35

元。 由此，

张远忠认为， 徐寿文是在编造虚假信

息误导齐某做出买卖决定， 因此要求

该券商及徐寿文赔偿齐某的损失。

隐形的地雷

涉足纠纷的这家券商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需要对纠纷的事实进行

更深入的调查， 然后再做回应。

不过， 该单纠纷已经在业内引起

广泛关注， 因为这涉及到

1.8

万投资

顾问的工作开展。

经过多年发展， 国内证券公司通

道式经纪业务模式被认为已走到尽

头， 依托投顾提升券商服务能力， 被

认为是挽救经纪业务颓势的重要抓

手。 去年

1

月

1

日， 监管层颁布 《证

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 规范投

顾业务发展。 此后全行业的投顾人数

迅猛增加， 截至目前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注册的投顾人数已达

1.8

万人， 徐

寿文即是其中的一员。

按照政策规定， 投资顾问服务是

指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接受

客户委托， 按照约定， 向客户提供涉

及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建议服

务， 辅助客户作出投资决策， 并直接

或者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经营活动。

投资建议服务内容包括投资的品种选

择、 投资组合以及理财规划建议等。

现实情况是， 在投顾开展工作过程

中， 为客户推荐股票也是不少投顾工

作的重要内容。

“客户对投顾的重要诉求就是推荐

股票， 没有客户愿意天天听你讲解大

盘， 或者其他资产配置。” 某家上市券

商资深投顾表示。 在推荐股票过程中，

并不是每个投顾都是巴菲特， 投顾经

常对大盘或个股的判断产生偏差， 如

果只是能力问题， 在沟通良好的情况

下， 投资者通常会表示谅解。 但也不

排除是投顾故意或者根据其他特殊目

的去推荐股票， 这种行为需要进行规

范。 在实际做投资建议的过程中， 投

顾掺杂个人判断的行为常会发生， 而

至于是何种目的， 则需要一定的调查

取证。 在客户存在亏损风险的情况下，

这就为产生纠纷埋下了隐形的地雷。

难躲的风险

“如果投顾的推荐理由有合理依

据， 且引用的观点有出处， 是根据研

究报告做出的判断， 推荐股票时有提

示风险， 那就是合规的。 若没有充分

提示风险， 或者虚假陈述， 引用的观

点全是虚假的， 则应承担一定的责

任。” 南方一家券商投顾负责人表示。

记者调查显示， 目前投顾向客户

推荐股票一般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

是一对多的服务模式， 即依托券商的

研究实力， 靠公司层面集体推荐股

票。 这种行为一般是面对大众投资者

的推荐行为， 且券商公司层面常有审

核的流程， 且有留痕， 易于管理。 另

外一种模式则是一对一的服务模式，

在这模式下， 投顾可根据自己的判断，

对客户的投资行为进行指导， 但这种模

式风险不可控， 因此多数券商均采取前

一种模式。

上述南方某券商投顾负责人也表

示， 即使在一对多的服务过程中， 部分

投顾为了更好地吸引客户， 彰显个人能

力， 也会私自推荐股票。 因此， 投顾荐

股的风险依然存在。

“对于券商而言， 在管理投顾的过

程中， 要注重留痕。 对于投顾而言， 在

做投资建议时， 一定要真实、 可靠。”

上述南方券商投顾负责人说。

升值预期重新占据上风

内地香港汇率差恢复常态

证券时报记者 唐曜华

去年

9

月份以来香港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高过内地的反常现象终于宣告

终结。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

2012

年

1

月份以来香港的远期和即期汇率开始

逐步低于内地， 并且近段时间以来汇

率差逐步扩大， 恢复至过去香港汇率

与内地保持一定汇率差的状态。

去年

12

月份， 人民币即期汇率

一度出现连续跌停， 人民币贬值预期

空前强烈。 不过， 进入今年

1

月份

后， 随着人民币重新走强， 香港市场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与境内接近，

并逐步低于境内。

昨日下午的数据显示， 香港无本

金交割远期 （

NDF)

市场的人民币兑

美元

1

年期合约报价的中间价为

6.2850

， 低于国内

1

年期远期报价的

中间价

6.3145

。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

（

CNH

） 人民币兑美元的即期汇率的

中间价为

6.2995

， 低于国内人民币兑

美元即期汇率

6.3067

。 即期市场的汇

率差小于远期市场。

南方一家股份制银行交易员认为，

香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重新低于内地，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升值预期重

新抬头。 但从国内来看， 目前购汇需

求并未明显减少。 近日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还一度出现了大涨的情形。

虽然市场普遍认为今年人民币难

以保持持续单边升值， 但就总体趋势

而言， 分析师普遍预计今年人民币总

体趋势仍将为升值。 汇丰中国首席经

济学家屈宏斌预计今年人民币升值

3%

。

随着去年

9

月份至去年底香港和

内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高低出现逆转，

香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高于内地，

企业一度将香港作为结汇的首选地而将

内地作为购汇的首选地。

目前， 虽然内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重新高于香港， 但据记者了解， 尚未出

现内地企业纷纷选择在香港购汇的现象。

去年内地购汇大增曾导致去年

11

月、

12

月连续两个月银行代客结售汇为

逆差。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的数据显

示，

2011

年

11

月， 银行代客结汇为

1289

亿美元， 银行代客售汇为

1297

亿

美元， 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为

8

亿美元；

2011

年

12

月逆差进一步扩大， 当月银

行代客结汇为

1425

亿美元， 银行代客售

汇为

1578

亿美元， 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

为

153

亿美元。 截至目前， 国家外汇管

理局尚未公布

2012

年

1

月份数据。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保监会强化财险服务质量监管

� � � �近日， 中国保监会下发 《关于加

强和改进财产保险理赔服务质量的意

见》， 强调要以突出解决车险、 农险

理赔服务质量不高问题为重点， 改进

服务质量。

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要

力争用

2

至

3

年时间， 使财产保险行

业理赔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社会形象

显著改善， 公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监管机构将以保

护保险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 以制度化、 标准化、 信息化和透

明化为主要手段， 突出解决车险、 农险

理赔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

据介绍， 随着 《意见》 的下发， 一

系列直接牵涉保险消费者利益的行业

服务质量标准和认证制度也将陆续出

台。 比如车险方面， 车险索赔单证标

准和车险理赔服务时限标准目前已经

制定完成。 下一步， 事故车维修配件

和工时系数标准、 事故车修理厂统一

认证制度、 修理质量后台控制标准、

查勘定损人员职业认证和资格管理制度

等也将陆续公布。 （徐涛）

官兵

/

漫画

14

家城商行首发待审 信托

IPO

破冰

国信证券计划赴深交所上市，中海信托进入初审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昨日， 首发 （

IPO

）预披露新政正

式实施， 证监会首次公布了主板、 中

小板和创业板的

IPO

审核十道关， 以

及主板中小板

254

家待审企业名单和

151

家创业板待审企业名单。 在已公

布的待审企业名单中， 共有

14

家城

商行及国信证券、 中海信托进入 “初

审” 或 “落实反馈意见” 阶段。 这也

是

18

年来信托公司

IPO

的首次亮相。

名单显示， 有

14

家城商行排队

上市， 其中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盛京银行、 大连银行、 江苏银行、 锦

州银行、 徽商银行、 上海银行、 贵阳

银行尚处在 “初审” 阶段， 杭州银

行、 重庆市商业银行、 江苏张家港农

村商业银行、 东莞银行、 江苏吴江农

村商业银行、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

则处在 “落实反馈意见” 阶段。

近期城商行

IPO

开闸的呼声日

盛， 上述

14

家城商行闯关

IPO

名单

的公布可谓对此作出了正式回应， 即

盈利能力突出和风控指标符合规定的

城市商业银行

IPO

窗口已然开启。

此前， 阻碍城商行闯关

IPO

的

主要因素包括内部职工持股、 盈利能

力和风控的完备性。 不过， 这几类问

题目前已被较好地化解。 实际上， 早

在

2010

年

9

月份， 财政部等五部委

联合发布了 《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

职工持股的通知》， 规定城商行内部

职工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总股本的

20%

； 单个职工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总

股本的

5%

等， 厘清了困扰城商行已

久的内部职工持股问题。

近期， 监管层对于城商行盈利能

力也做了回应。 在去年

12

月

1

日召开

的第九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 银监

会银行监管二处处长张海川曾向媒体

透露 ， 城商行整体资本利润率为

21.88%

， 其中有十几家城商行的资本

利润率超过

40%

， 超过

50%

的也有五六

家； 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

13%

， 而

按照监管的要求是

10%

， 贷款损失准备

充足率

322.74%

， 拨备覆盖率达

298%

，

这意味着拨备超过不良贷款

3

倍。

此外， 在中信信托借壳安信信托被

否后， 信托公司

IPO

会否被叫停亦颇受

关注。 不过， 中海信托

IPO

进入发审委

“初审” 阶段的事实则给出了肯定的答

复， 这也是

18

年来信托公司

IPO

首度

开启破冰之旅。 与此同时， 筹划上市多

年的国信证券终于有 “修成正果” 的机

会， 目前已经进入 “落实反馈意见” 阶

段， 如能成功过会， 拟赴深交所上市。

东北证券停牌重新筹划再融资

� � � �东北证券今日发布公告称， 因公

司正在筹划再融资重大事项， 目前正

与相关方面进行沟通， 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避免对公

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股票自今

日 （

2

月

2

日） 起停牌， 待有关事项

确定后， 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再融资

事宜， 并拟于

2012

年

2

月

7

日公告并

复牌。

在此之前， 东北证券股东大会

1

月

31

日刚刚审议通过了 《关于撤销配股方

案的议案》。 （李东亮）

去年深圳银行业

税后利润达

515

亿

2011

年深圳银行业盈利水平

稳步提升。 日前记者从深圳银监局

了解到， 去年深圳银行业累计实现

税后利润

514.55

亿元， 同比增加

103.41

亿元， 同比增长

25.15%

。

截至

2011

年末， 深圳银行业资产

规模达到

38536.06

亿元， 比年初

增长

3681.84

亿元， 增幅

10.56%

。

贷款方面， 去年深圳银行业金

融机构的本外币贷款余额约

1.9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5.09%

， 比上

年末高

1.39

个百分点， 其中全年

新增贷款约

2522.62

亿元， 同比多

增

502.7

亿元。

存款方面， 由于去年贷款受控、

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四季

度以来外汇占款连续减少， 导致存

款增长受到抑制。 截至年末， 深圳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约

2.51

万亿元， 同比增长约

14.83%

，

比上年末低

4.74

个百分点。 （蔡恺）

兴业证券去年赚

4.39

亿

同比降

44%

� � � �兴业证券今日公布业绩快报称，

该公司

2011

年取得营业收入

23.19

亿元， 同比下滑

15.29%

； 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9

亿

元， 同比下滑

44.23%

； 基本每股收益

为

0.2

元， 同比下滑

48.72%

； 净资产

收益率为

5.25%

， 较去年同期下滑

7.71

个百分点。 （李东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