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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少+钱贵 银行四季度债券配置受影响
银行体系存款增长乏力，同业存单利率逐渐提升，已有股份行称年末“
没钱做债券配置”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存款增长乏力叠加负债端成本
上升， 年末银行整体呈现 “
钱少”、
“
钱贵”的特征。 这也抑制了银行资
产端的配置， 尤其是对债券进行持
有至到期投资将受到较大影响。
平安证券宏观研究组认为，目前
金融去杠杆之下， 存款派生增速减
弱，银行购债意愿降低，是当前债市
持续性疲弱的重要潜在原因之一。 考
虑到这一逻辑将在今后大概率延续，
债市未来的风险性不容忽视。
“
四季度我们也没钱来做债券配
置盘了，资本补充渠道有限，资金都
尽量往信贷方向走，明年上半年才会
有自营资金来做债券配置。 ”一位华
南股份行金融市场部负责人表示。
不过也有大型农商行金融市场
部负责人称， 还是要看低成本负债
的获取能力和资金的机会成本。 该
行今年存款增长势头不错， 因此债
券投资无论是配置还是交易都有需
求。“
我们是以国债配置和同业存单
投资为主， 考虑到免税效应和资本
耗用， 目前的国债收益率还是有比
较好的配置价值， 而 3 个月同业存
单的投资则更像是现金管理工具。”

银行年末“缺钱”
四季度银行有多缺钱，从两类存
款的增长中可以看出。 一类是包括对
公和零售在内的银行存款，一类是同
业负债。 央行数据显示，10 月整体存
款增长 1.06 万亿元，但其中包括财政
存款 1.05 万亿元， 如果扣除后者，10
月银行体系的存款几乎没有增长。
存款增长乏力也是今年以来的持
续性特点。 国泰君安证券银行业分析
师王剑日前研报认为， 今年存款更多
地落到企业基本户更多的银行， 也就
是大型银行下， 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基本户底子最薄，存款压力最为巨大。
银行同业资产的压缩也导致派
生的存款继续减少。“
因为现在很少
用同业负债来支撑债券业务，一方
面是利润太薄甚至倒挂，另一方面
是和监管脱虚向实的要求不符，所
以都是用自营资金在做。 ”一位华
南城商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称。
不仅“
缺钱”，四季度还“
钱贵”。
整体来看，银行同业存单利率、回购
利率、理财利率均出现趋势提升，凸
显负债端的压力。 其中，3 个月同业
存单发行利率从 9 月中旬的 4.34%
逐步抬升至目前的 4.87%；3 个月
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则由 8 月中旬
的 2.8%升至目前的 3.57%。
这也促使银行对同业负债的依
赖性下降。 Wind 数据显示，10 月末
8 家 A 股上市股份行同业存款累计

晋城银行否认
马上消费金融入股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刘筱攸

发行余额约为 2.54 万亿元，较 6 月末减
少近 4500 亿元， 其中不少股份行和城
商行的同业存单余额都出现明显压缩。

四季度配置盘少
负债端的增量与成本压力， 抑制
了银行资产端配置。 对今年存款增长
压力明显较大的股份行和中小银行而
言更是如此。
“
一般来说，一、二季度银行的债
券类资产投资相对活跃， 而且一直是
配置需求大于交易需求， 到三季度就
做得少了。”前述华南股份行金融市场
部负责人称，“
四季度因为确实缺钱，
配置盘基本没动，交易盘也比较少，而
且临近年末， 都在忙着年底的宏观审
慎评估体系（
MPA）考核。 ”
该负责人表示， 考虑到全行目前
的加权风险资产状况， 以及资本补充
渠道较少， 该行有限的资金都尽量往
信贷方向走。“
今年银行在资产配置上
都是偏向投放贷款，自营资金少，同业
负债成本高，就只能压缩债券投资。 ”
中金固收分析师陈健恒则认为，
10 月以来债券收益率持续上升，比较
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是银行缺存款配
置债券， 导致债券尤其是利率债的供
需关系恶化， 推动了无风险利率的上
升，并滞后传导到风险利率。
此外，按照近年经验，商业银行二
级资本债和优先股往往集中于年末发
行，其中 2015 年和 2016 年最后两个月
的优先股发行占比约为 30%。 虽然二级
资本债和优先股多以银行间互持为主，
但仍会占用银行相关指标，也凸显银行
MPA 考核压力，进而影响到配债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的上市银行
优先股普遍集中于 9 月后发行。 境内
银行中， 建行等 4 家银行境内优先股
发行已通过发审委审核， 累计发行总
额 1175 亿元。这些优先股预计都将在
四季度完成发行。
不过，也有华南城商行资管部负责
人表示，该部门主要对接理财资金，有刚
性的债券配置需求，因此并没有明显减
少债券配置盘，现有配置以信用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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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信托清仓国信担保5.41%股权
监管办法规定信托公司不得以自有资金持有非金融类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临近年末， 卖资产的信托公司
密集了起来。
自粤财信托 4.5 亿元挂牌出售
众诚保险股权后，近日，江苏信托宣
布以 4602 万元的价格清仓所持的
江苏省国信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国信担保”）5.41%的股权。
江苏信托表示，出售资产的目的
是根据经营战略的需要， 优化固有资
产配置结构，提高固有资产盈利能力。

清仓担保公司股权
11 月 10 日，江苏国信披露，江
苏信托拟向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
以下简称“
国信集团”）
团有限公司（
出售其持有的国信担保 5.41%的股
权，交易金额约 4601.95 万元。
2016 年报显示，江苏信托还持
有江苏银行 7.73%股权， 获得投资

收 益 8.82 亿 元 ； 并 持 有 利 安 人 寿
10.85%股权、 江苏民丰农商行 6%股
权和江苏海门农商行 6.67%股权。
据了解， 国信担保注册资本 7.4
亿元，主要业务为融资性担保、投资
与资产管理、财务顾问、企业信息咨
询、资产评估、商务服务和社会经济
咨询等。
截至 9 月 30 日， 国信担保总资产
10.7 亿元， 净资产 8.34 亿元， 营业收入
5006 万元；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约 1688
万元。
根据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评估报告， 在不考虑股权缺乏
流通性折扣的前提下， 国信担保股东
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日的市场价值为 8.5 亿元。
此次出售的国信担保股权价格，按
照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国信担保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确定。 因此，此
次出售国信担保的交易金额为 4601.95
万元。

遵循监管要求处理股权
对于清仓国信担保股权， 江苏信
托表示，主要是为了经营战略的需要，
优化固有资产的配置结构。
“
国信担保不是银监会批准设立
的持牌金融机构， 公司也是遵循监管
的要求处理股权。 ”江苏信托相关人士
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根据 2007 年出台的《
信托公司管
理办法》，信托公司固有业务项下可以
开展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
投资等业务。 投资业务限定为金融类
公司股权投资、 金融产品投资和自用
固定资产投资。
“
按照目前的监管架构， 典当公
司和担保公司都不属于金融机构，因
此也不属于金融类股权。 ”中铁信托
副总经理兼董秘陈赤对记者表示，
“
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自有资金不得持
有非金融类股权。 ”

今年首家过会银行产生 成都银行将最多发行8亿股
按流程紧随上会的应该是哈尔滨银行和兰州银行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从证监会网
站获悉，成都银行成功过会，成为今
年首家获准登陆 A 股的银行。
有业内人士分析，成都银行过会
无疑为正在 A 股门外静候的 12 家
已反馈银行打下强心剂，尤其是按流
程应该紧随上会的哈尔滨银行和兰
州银行。

两度中止审查
首发 8 亿股， 这是成都银行早
在 2014 年 6 月首次预披露就定下
的目标，至今未变。 过去三年半，成
都银行分别因为更换会计师和独董
人数不满足监管要求，两度触发“
中
止审查”条件。
今年 IPO 审核趋严，本月过会率
创下新低，业内人此前不乏为排队银
行捏一把汗者。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
排队银行日前自发转发成都银行首
发待上会的消息，并配文“
高度关注”。

截至去年末， 成都银行总资产
规模 3609.5 亿元，小于同样扎根成
都的成都农商行（
资产规模 6578 亿
元，在全国农商行排第四）。 但成都
银行总资产近三年复合增长率约
11%，与存款增速高度匹配，表明其
扩张较为稳健。
成都银行第一大股东为成都金
控，持股比例 20.07%。 根据招股书，
该行发行前总股本 32.51 亿股，首发
将不超过 8 亿股， 发行后总股本将
不超过 40.51 亿股。 招股书显示，该
行去年末的资本充足率为 13.34%，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23%， 核心一
级资本充足率为 10.23%。

信用评级上调
成都银行的营收和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皆连续三年下降： 营收
由 2014 年末的 91.31 亿元， 降至
2016 年末的 86.11 亿元； 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则从 2014 年末的 35.52
亿元，降至 25.83 亿元。

针对媒体报道的马上消费金融已入股
晋城银行的消息， 晋城银行昨日在官网发
布澄清公告称， 马上消费金融入股晋城银
行系不实消息，“
马上消费并非我行股东，
也无任何入股我行的接洽。 ”
马上消费金融系银监会批准持牌的消
费金融公司之一， 成立于 2015 年 6 月，注
册资本 22 亿元，股东包括重庆银行、重庆
百货和阳光保险集团等。
持牌消费
11月 14 日，有媒体报道称：“
金融公司马上消费金融已入股晋城银行，
不过目前尚未透露更多具体情况。 接近马
上消费金融人士表示，已经完成入股了。 ”
此前，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多为银行系。
因此，该报道认为，马上消费金融入股银行
属于行业首例。
根据 《
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
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范围并不包含持有金
融机构股权。其业务范围主要为：发放个人
消费贷款、 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
东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
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与消费金融相
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代理销售与消费贷款
相关的保险产品、 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
务以及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晋城银行前身系山西省晋城市城市信
用社，2011 年更名为晋城银行，截至 2016 年
末，资产总额为 826.62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
353.85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253.43 亿元。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利差缩窄、多
家上市行同样净利下滑的眼下， 很难
用净利润下降对一个银行的经营成效
下定论。
稳定存款获取能力方面， 成都
银行有明显增强。 回溯成都银行年
报， 该行 2010 至 2012 年三年间存
款增长不足 400 亿元， 而近三年该
行新增的存款较前三年翻了 1.5 倍，
总存款、 融资类资产三年复合增长
率均达 12%。 稳定存款对资金来源
的贡献达 80%以上。
成都银行广义信贷增速平稳，近三
年复合增长率约 10%， 远低于 7 家 A
股上市城商行约 30%的平均水平（
以可
获取的同业资产负债表信息估算）。
此外， 成都银行资金业务主要依
靠自有资金，近三年同业融入资金（
同
业负债与应付债券合计口径） 复合增
长率不足 10%， 远低于 7 家 A 股上市
城商行 63%的平均水平；2016 年末同
业融入资金占总负债的比例仅 18%，
远低于 A 股上市城商行约 33%的平均
水平。

不良贷款率方面， 成都银行由
2015 年末的 2.35%降至 2016 年末的
2.21% ， 关 注 类 贷 款 迁 徙 率 也 由
68.67%降至 53.57%。
日前，联合资信将成都银行的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由 AA+上调至 AAA。 联

合资信指出，本次评级上调主要基于对
成都银行财务实力、综合竞争力等因素
的考量：该行业务结构调整取得一定进
展，资产负债规模持续增长，资产质量
逐步改善，资本充足，经营网络在成都
市金融同业中具有较强竞争力。

乐信拟赴美上市
融资5亿美元
见习记者 张雪囡
美国东部时间 11 月 13 日，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
SEC）公布了乐信集团递交的首次
公开发行（
IPO）招股说明书。 招股书显示，乐
信拟融资 5 亿美元并准备在纳斯达克上市。
金融科技公司扎堆赴美上市潮方兴未
艾。 此前，和信贷和趣店已成功赴美上市，
融 360 旗下简普科技也于 10 月下旬正式
向 SEC 递交 IPO 招股书。

获客方式相对多元
从前三年净利润看， 乐信 2015 年实际
亏损 3.1 亿元，2016 年状况转好， 但全年亏
损仍有 1.17 亿元。 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乐信
进入全面盈利阶段，实现净利润 1.4 亿元，但
对比趣店第三季的 6.507 亿元仍有差距。
从营业收入看，今年前三季度，乐信的
营业收入为 39.88 亿元，同比增加 35.23%。
其营收主要源自电商分期和分期借款两部
分。数据显示，自营电商分期业务占当期营
收的 47%， 其衍生的金融服务占总营收约
10%，还有 40%为分期借款服务。
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贷公司相继 IPO，
其贷款营销也在面临更多挑战， 获客模式
同质化严重就是问题之一。招股书显示，乐
信获客包括电子商务渠道、 口碑转介以及
与商业银行的合作，获客方式相对多元。
招股书显示，在 2016 年和今年前 9 个
月，分别有 36%和 45%的新客户在乐信平
台上注册， 使用从现有客户那里获得的推
荐代码。 乐信对现有客户提供 10 元～20 元
的奖励。此外，乐信也与多家商业银行合作
发行联名信用卡来吸引客户。

业务流程应用人工智能
链接 Link

去年上市9家银行股价表现如何？
证券时报记 者 查 阅 证 监 会 11 月
10 日 的 IPO 企 业 排 队 情 况 发 现 ， 有
12 家银行处于“已反馈”状态。
去年上市的 9 家银行二级市场
表现如何？ 据统计，通常 在 上 市 的 一

数据显示， 上述多数次新银行股目前
股价较发行价涨幅在三成以上。

乐信相关负责人表示，乐信已经将人工
智能技术（
AI）应用于运营、风控、资产匹配
等全链条业务流程中，并成立了 AI 实验室。
记者了解到，2016 年底， 乐信 95%的
订单可以实现全自动审核。此外，乐信开发
的海量小微金融资产处理技术平台“
虫洞”
可日吞吐百万级订单， 快速处理多个小额
信贷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来多家银行将
发行可转债提上日程。 常熟银行 30 亿元
可转债昨日获批，这也是 A 股农商行首
例。 目前在会待批的次新股可转债还有

券商中国

价，然后逐步向下。 原因 一 是 由 于 估

江阴银行、无锡银行两家，三家农商行拟

（
ID：quanshangcn）

值回调， 二是多家银行限 售 股 解 禁 。

发行规模共计 80 亿元。

个多个月内， 银行股都会飙到最高

（刘筱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