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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投行业务

凸显“差异化”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4

月

27

日， 由证券时报举办的

“

2016

投行创造价值高峰论坛” 在重

庆举行。在主题为“中小银行投行业务

如何突破”的圆桌论坛环节，来自各城

商行、 农商行的投行部门高管就中小

银行投行业务现状及特点、 投贷联动

试点对投行业务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

入探讨。

参与讨论的嘉宾包括徽商银行投

行部总经理赵巍巍、 北京农商行投行

部总经理李大营、 顺德农商行北京投

资银行中心总经理梁林军、 常熟农商

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包剑、 广州农商

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徐日光。 社科

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担

任圆桌主持。

上述银行人士认为， 与大型银行

相比，中小银行投行业务相对“神秘”，

业务覆盖的全面性不及大行， 但中小

银行投行业务“差异化”较为明显，且

与银行本身的客户结构、 业务结构紧

密结合。此外，中小银行投行管理模式

也颇具特点， 对投行部门的定位各有

不同。

业务结构各有特色

银行投行业务刚刚在国内兴起

之时，大型商业银行也难免需要一个

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集中于如何将

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结合起来，即

“投商行结合”，为商业银行客户群体

建立多元化、综合化、全功能的服务

平台，这也是当时大型银行投行部门

面临的任务。

不过中小银行在接触投行业务的

初期，其认知却略有不同。从国有银行

加盟不足两年的徽商银行投行部总经

理赵巍巍发现， 中小银行对于银行投

行业务的认识主要是由该行首任投行

部负责人的思维决定的， 因此业务结

构、部门定位多有差异。

赵巍巍表示， 目前徽商银行投行

业务包括三大板块：首先是财务顾问、

资金监管等轻型化业务； 其次是债务

融资工具以及围绕债务融资工具所衍

生的一些标准化产品； 再次是多元化

投资，主要包括非标准化产品，这也是

中小银行盈利的主要投行业务板块。

北京农商行则将投行业务落点于

产业基金、并购两个板块。该行投行部

总经理李大营认为， 北京农商行投行

业务的发展得益于北京城市化进程，

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存在产业基金等多

样化融资需求；此外随着经济下行，资

本将向管理能力强、 市场化程度高的

领域流动， 其中蕴藏的并购基金机会

巨大。

来自广东的两家大型农商行中，

顺德农商行是省内唯一拥有

B

类主

承销牌照的中小银行， 因此该行投行

业务以债券发行承销为主。 该行于去

年发行农商行系统中首单信贷资产证

券化产品， 今年已发行按揭资产证券

化产品。

广州农商行作为全国最大几家农

商行之一， 目前资产规模近

6000

亿

元，“大投行” 也成为该行五大发展战

略之一。该行通过实施大投行战略，搭

建跨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

货币市场的金融服务平台， 设计股贷

债投一体化服务模式。

广州农商行投行部副总经理徐日

光表示，作为该行投行业务发展元年，

去年该行投行业务创新包括资产证券

化、理财直融工具两个方面，目前公司

投行业务规模在公司金融条线中占比

已接近

30%

，创造的中间业务收入占

比近

90%

。

除了各自聚焦重点业务外， 中小

银行投行业务共性还在于与银行本身

的客群结合紧密。徐日光即表示，广州

农商行投行业务不会全国性扩展，而

是深耕该行企业客户、 深耕区域性客

户，服务于珠三角。

常熟农商行于

2014

年下半年正

式开展投行业务， 不过由于该行规

模仅千亿，客户结构以小微、三农为

主，因此该行投行业务也呈现“小微

特色”。

定位差异化明显

除业务结构各有特色外， 中小银

行投行业务的另一大特点是投行业务

定位、投行部门定位差异化明显。

以顺德农商行为例， 该行投行部

门原本置于金融市场部下， 去年予以

调整，成立“北京投资银行中心”。部门

总经理梁林军表示， 做出这样的调整

基于两个考虑：一方面，如果将投行业

务放在金融市场部下， 后者首要目标

是盈利，但该行情况较为特殊，总行对

投行部门除了部分盈利要求外， 弱化

了投行业务性， 要求投行部门能在总

行非标项目选择、评估环节提供意见；

另一方面， 北京容易组织和招聘多方

面人才，因此将投行部门落地于北京。

广州农商行投行部门在

2014

年

时同样属于金融市场条线， 于去年调

整至公司金融条线， 原因在于投行部

门可以利用金融市场部门设计系列产

品，用于服务公司客户。 徐日光表示，

“从去年开始，我行对全行对公客户经

理进行股贷债投一体的营销， 我们对

客户进行分层，大企业、中小企业都有

相应产品来对接， 都有相应的投行产

品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

投行业“新兵”———常熟农商行将

投行部门定位为盈利性事业部， 该行

投行部总经理包剑称， 总行层面对投

行部门提供独立的审批流程和投委

会、人才招聘等多方面支持，并引入较

具市场竞争力的绩效考核体系和激励

机制。

包剑认为，在整合分支行资源、培

育基础客户、 算清部门和分支机构的

利润计价的基础上， 小银行的未来投

行业务方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

争取理财直融工具牌照； 二是紧密结

合现有业务客群； 三是在互联网直销

银行等方面做出尝试； 四是投行同业

化， 即从单一服务主体向同业联合方

向转变， 譬如该行就正与省内机构签

订包括非标业务银团化在内的联合投

资协议。

多方探讨券商投行业务转型之道

监管或将收紧 券商投行业务蓝海犹存

见习记者 吴海燕

在

2015

年市场成交量巨大、新业

务不断拓展的情况下， 中国证券行业

发展迈入新阶段。

4

月

27

日，在由证

券时报社主办的“

2016

投行创造价值

高峰论坛”上，上交所会员部总监张晓

京、 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副总监

蔡琦梁及多位大型券商高管围绕 “资

本市场融资功能恢复与券商投行机

会”话题探讨券商投行业务转型之道。

据张晓京透露， 今后上交所对于

证券业的监管工作将从绷紧制度、规

范业务体系、 加大执法力度及完善风

控指标四方面着力推进。与此同时，蔡

琦梁表示， 未来深交所的监管信息将

进一步公开， 继续加强监管信息披露

的透明度。

此外，多位券商高管称，国内投行

正从通道型向交易型转变， 应继续深

耕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中小企业并

购、 公司债井喷及企业资产证券化将

是券商投行业务的蓝海， 应以一二级

市场创新联动来穿越市场周期， 摆脱

“靠天吃饭”模式。

“制度绷紧 扶优限劣”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

125

家证券公司去年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5751.55

亿元， 全年实现净

利润

2447.63

亿元， 有

124

家公司实

现盈利。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25

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

6.42

万亿元，净

资产为

1.45

万亿元，净资本为

1.25

万

亿元。

“目前一共有

9300

多个证券营业

网点，遍布全国各地。 但前

10

家券商

就占了总量的

48%

，比较集中。 ”上交

所会员部总监张晓京在论坛现场表

示， 目前国内券商发展主要存在四个

问题：一是“客户至上”理念有所缺乏。

多家证券公司对客户的风险提示有所

欠缺，导致杠杆不断增加；二是仍存在

“脱实向虚”倾向，证券市场未能有效

服务实体经济；三是券商“重规模、不

重质量，重效益、轻风控”现象仍存，同

质化的问题比较突出， 核心竞争力有

所欠缺； 四是券商的合规意识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 风控的能力稍微落后于

证券业务的发展。

对于以上问题，张晓京透露，今后

上交所对于证券业的监管工作将从绷

紧制度、规范业务体系、加大执法力度

及完善风控指标四方面着力推进。

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副总监

蔡琦梁在论坛上表示， 未来深交所的

监管信息将进一步公开， 以身作则来

增强监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监管理

念正向“事中监管、事后监管”转变。

“现在所有的重大资产重组，连

年报、关联交易、重大收购类似的事

项都是在非交易时间提交披露，交易

所在下午

3

点以前看不到任何重大

的信息。 ”蔡琦梁透露，未来会加强监

管透明度，加大对违纪违规行为的惩

处力度。

蔡琦梁表示， 在立足监管本位的

情况下，下一步还将考虑如何“扶优限

劣”，即如何扶持优秀的、诚实守信的

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各种手段做优

做强，淘汰一些不适应市场发展的、弄

虚作假的上市公司。

申万宏源总裁助理薛军总结称，

“稳健经营、规范管理”成为监管主要

意图，因此，券商要走规范发展之路，

“要拿出行动的勇气来面对投行的发

展，和面对投行的现状。 ”

企业资产证券化是蓝海

尽管

IPO

融资已恢复，但节奏明

显放缓。国元证券副总裁沈和付透露，

当前包括再融资发批文的速度相对缓

慢，百亿以上的融资还有放缓的迹象。

“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活跃的交易

市场、适度的融资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这

样的理想可能是一直在远方。”沈和付表

示，仍期待法治建设、市场信用的完善。

对于券商如何转型， 沈和付有三点

建议：一是深耕区域市场；二是深耕投行

客户；三是深耕销售战略。

沈和付还表示，当前投行管理分割，

部门之间无法协调，亟需内部整合。

对于券商“靠天吃饭”盈利模式，长

城证券副总裁李翔认为， 当前投行项目

股权融资周期长， 且面临着政策的不确

定性。政策波动大，导致券商投行业务占

整体营收的比重始终没有有效放大。 鉴

于此，李翔称，券商投行应在专注于自身

特色发展之余，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同时

要适度多元化。

李翔认为，中国企业并购、公司债井

喷、 企业资产证券化等将为券商投行带

来新的机会，“未来资产证券化这块，我

们有很多的客户，也有很多的需求，而且

中小企业的资产证券化的空间非常大。”

李翔建议， 投行应做债券一二级市场联

动，尽量抹平“靠天吃饭”的利润波动大

周期。

浙商证券副总裁周跃提出 “跨界”一

招，投行之间应该跟保险、私募基金多学

习。 其次，还需要发掘一大批以上市公司

为主的核心客户，深耕客户后寻找投资机

会，“投行有很多模式，要赚钱也不是那么

难，就是说机制上要松绑。 ”周跃表示。

此外，“监管体系的改革” 成为券商

高管共同的期待， 股票发行改革最受关

注。 周跃称赞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高效

率，“这些年也是有目共睹的， 今年一季

度看数据， 已经完成交易的有

3000

亿

元，披露还没有完成的约有

6700

亿元，

4

月份又奔着

1

万亿元去了。 ”

债务违约应区别对待 今年投资机会在三方面

见习记者 裴晨汐

自

2015

年

10

月底最后一次降息

以来， 央行引导利率下行的频率与幅

度明显加大。今年

3

月，央行下调各期

限

MLF

利率

25

个基点， 引导长期利

率下行态度明显。

2016

年前四个月，

我国大面积爆发债务违约事件， 其中

不乏一些国字头背景的大型国有企

业。 在利率下行及债务违约情况频发

的背景下， 债券及投行业务该如何发

展？ 为此， 在近日由证券时报主办的

“

2016

投行创造价值高峰论坛”上，各

券商高管齐聚重庆，建言献策，共商发

展之道。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债务违

约应区别看待， 识别债券市场风险最

应关注行业前景。 今年的债券投资机

会主要在城投债、绿色债等三方面。

中泰证券副总裁刘珂滨在论坛中

表示， 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出现债

券违约是正常的， 加上经济下行压力

较大，盈利较困难，确实出现一些偿付

问题。 但对于债务违约， 也要区别来

看。 “有些企业可能是暂时性违约，包

括国有性质的，问题还是能够解决；有

一些企业包括个别国有或者一些民营

企业就是违约了， 就是偿付不了也是

正常的。 ”

刘珂滨建议， 识别债券市场风险

最应关注的是在债券定价时对行业前

景的判断。未来的债券市场，公司债还

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资产证券化业

务也会有较大增量，会是一块大蛋糕。

但是不管做什么业务， 风险控制和识

别都是最重要的。

针对如何加强风控， 一创摩根资

本市场部负责人王戈认为， 违约应从

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企业正常的生产

经营所导致的违约，这是债务违约；二

是由于企业资产上的变化， 比如高质

量的资产被转移出去、 控制权的变更

导致的债务违约； 三是河北天工和海

南交投这种违背了基本债券契约精神

的违约。“前两种债券违约对投行提了

一个课题， 我们如何去应对这样的违

约。 大家以前都说外资投行可能不做这

些， 实际上可以看到外资投行在高收益

市场也非常活跃。 ”王戈表示，作为证券

业协会固定收益委员会的委员， 后期也

会出台自律办法。 同时将尽职调查做得

更加细致和深入， 也是有效规避恶意违

约现象的方法。

在如何处理违约的企业债券问题

上， 江苏银行投行与资管部副总经理

杨涛表示， 如果一个企业的违约仅仅

是因为流动性风险造成的， 银行一般

会对其加以援手； 如果一个企业资不

抵债或者已经到了无法援助的地步，

银行或许会彻底放弃， 不再进行流动

性支持。 对此，银行一般会重抓三点：

第一是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完备性；

第二是和企业做出积极的沟通， 看有

没有其他方面的资产调配； 第三是债

券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作用， 最终来商

讨债务重组的方案。

九州证券总裁助理赵根称， 虽然目

前不论是券商研究员还是经济分析师，

唱空者偏多，但从

1

月份到现在来看，债

券的收益率不过才调整了

30

到

50

个

BP

，“大家的‘苦日子’可能还要过一两个

月甚至一两个季度， 但是拐点还有一段

时间。 ”

浙商银行投行总部副总经理屠国潮

透露， 截至目前违约的

200

多亿债券没

有明显的行业特征。 按照对银行业同业

交流的表内贷款的不良和关注类这两类

中看，大家最近关注的采掘、有色、钢铁

等行业压力相对较重， 但发生行业性问

题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 赵根认为今年债券的投资机

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今年大部

分券商还是以城投债为主； 第二个机会

是做一些监管部门积极鼓励的产品，比

如绿色债； 第三个机会是股债联合的创

新。 目前很多券商， 包括山西证券已经

在做行业分组、 行业研究的探索。 如果

未来不坚持行业分组， 股权类投行是不

能为客户创造价值或者降低成本的，不

能以客户为中心。

最后， 赵根判断

2016

年也是资产

证券化的一个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