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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银行去年发行3380亿二级资本债 切走七成“蛋糕”

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只数每年保持40%～50%的速度递增；继2014年后，2017年再现火爆场景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经历连续两年的规模下滑后，

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在

2017

年重

现火爆。

数据显示，

2017

年合计有

96

家

商业银行完成

4804.23

亿元二级资本

债发行，发行总额同比增长

111.31%

。

从发行人结构看，

8

家全国性银行（含

国有大行、股份行和邮储银行）发行

占比高达

70%

， 与

2015

年、

2016

年

中小银行二级资本债放量不同。

一位华东城商行计财部负责人

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2017

年大行

二级资本债发行较多， 一方面是与

二级资本债本身的优势特点有关，

更重要的还是大行对资本补充的需

求。这不仅是业务扩张、增厚拨备的

需要，还是

2011

年

～2012

年大行集

中发行的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成本

较高、 递减规模较大而被提前赎

回，进而带来资本补充的需要。

发行总额同比倍增

自

2013

年初《商业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行）》（简称“资本新规”）

实施以来， 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发

行总额在

2014～2017

年间呈现“

V

”

形走势。 其中

2014

年、

2017

年发行

总额分别达

3448.5

亿元、

4804.23

亿元，

2015

年和

2016

年发行总额

则分别只有

2698.63

亿元和

2273.5

亿元。

2014

年的发行高峰，与资本新

规的实施有着直接关系。 新规实施

后， 此前银行发行的不含减记或转

股条款的次级债被认定是不合格的

二级资本，需要实施新老划断：

2013

年

1

月

1

日后发行的不合格资本工

具不再计入监管资本， 在此之前发

行的此类次级债则可计入监管资

本，但是要按年递减

10%

。

2013

年就是这些次级债递减

的第一年， 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新

增资产带来的资本消耗， 要保持资

本充足率不下降， 银行也需进行相

应资本补充。 因此，在

2013

年

7

月

首笔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发行后，

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也于随后的

2014

年迎来发行高峰。

从发行人结构看，

2014

年和

2017

年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的火

爆发行， 与全国性银行的积极参与

有直接关系， 其所发行的二级资本

债分别占当年发行总额的

80.79%

和

70.35%

。

2015～2016

年，大行参

与少，中小银行参与多，二级资本债

发行金额连续两年缩水。数据显示，

2015～2016

年中小银行发行的二级

资本债分别占当年发行总额的

48%

和

56%

， 凸显中小银行补充二

级资本的紧迫性。

值得注意的是，

2014

年以来，商

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发行只数基本保持

每年

40%～50%

的速度递增。 “根本原

因在于银行加大核销不良的力度以及

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本压力。”一家华东

农商行董秘认为，“不容忽视的还包括

2016

年

8

月以来审批流程放松的因素。

在这之前， 发行人要分别向银监和人行

进行发行申报，但流程放松后银监和人

行可以并审，极大缩短了审核时间。 ”

全国性银行占比七成

在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年度发行

规模的变化中， 大型银行和股份行是

否参与起到主要因素。

2014

年，受资本

新规带来的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减计

影响， 五大行和

9

家股份行合计完成

2786

亿元二级资本债发行，占当年发

行总额的八成。

不过， 随着经营环境的变化及上

市银行发行优先股试点的启动， 全国

性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需求转向，使

得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在随后两年连

续下滑， 此时的二级资本债发行人以

中小银行为主。

据记者统计，

2014

年底至

2016

年间共有

15

家上市银行合计完成约

6000

亿元的境内外优先股融资计划，

其中包括

5

家国有大行和

7

家股份

行。 这极大分流了这些银行对二级资

本债的发行需求。 中小银行由于信贷

规模扩张造成资本消耗过快和自身融

资渠道有限， 带来了二级资本债的井

喷式发行，

2015～2016

年发行占比分

别为

48%

和

56%

。

2017

年，全国性银行重新成为二

级资本债发行主力军， 去年合计有

8

家全国性银行完成

3380

亿元二级资

本债发行，占比七成。

前述华东城商行计财部负责人表

示，去年大行二级资本债发行较多，一

方面是与二级资本债本身的特点有

关，包括对短期资本的补充、不影响股

权结构、 大行二级资本债发行成本低

等， 更重要的则是大行对资本补充的

需求。 “这不仅包括业务扩张、增厚拨

备的需要，还包括

2011

年

～2012

年大

行集中发行的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发

行利率较高、 递减规模较大而被提前

赎回，进而带来的资本补充需要。 ”

去年扫描不明二维码

欺诈比例猛增15%

见习记者 张雪囡

中国银联近日发布的《

2017

移动互联网

支付安全调查报告》显示，去年，扫描不明二

维码开展移动欺诈的比例升至

30%

，在多种

移动欺诈方式中增幅最大，达

15%

。

盗用社交账号欺诈仍最盛

《报告》显示，五成以上的消费者通过移

动支付完成线下购买实物、 信用卡还款、外

卖、打车及充值缴费等日常支付。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 移动支付欺诈问

题也不容忽视。上述《报告》显示，移动支付欺

诈问题主要表现为盗用社交账号欺诈、 短信

木马链接、钓鱼链接诈骗、骗取短信验证码、

扫描不明二维码欺诈及链接不明

WiFi

。 其

中，扫描不明二维码欺诈比例由

15%

增加至

30%

； 盗用社交账号欺诈与短信木马链接均

下降

18%

；骗取短信验证码下降

12%

。

值得注意的是， 盗用社交账号欺诈比例

（

65%

）虽然同比降幅明显，但仍为最主要的

移动支付欺诈手段。

全年欺诈比例降低10%

� � � �银联风险部专家王宇表示，

2017

年移动

支付欺诈比例同比

2016

年降低

10%

，原因主

要有三点：第一，通过技术上的生物识别配置

的提升进行指纹、 面部、 眼睛静脉和虹膜验

证；第二，通过对风险资金的干预，银联与网

络合作商或支付机构一起联动对持卡人资金

进行保护；第三，通过智能风控预测哪些支付

可能具有风险， 再通过银行及时提醒持卡人

谨慎付款。

记者了解到，“手机闪付”成为

2017

年市

场份额增速最快的移动支付产品，较

2016

年

增长一倍， 主要原因在于手机闪付只需指纹

验证，并获得多家手机品牌的认可。

同时， 随着手机厂商的支持及应用场景

的不断拓展， 手机闪付的普及程度正在向扫

码支付看齐。 截至

2017

年底，最受欢迎的支

付方式为二维码扫码支付，支持率占

84%

，手

机闪付排名第二，占

60%

。

异地非持牌被定违规 银行分支机构遭遇“生死劫”

京沪涉及银行分支机构最多，仅上海一地就达200多家；银行人士普遍建议监管不要“一刀切”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马传茂

银监会近日下发的

4

号文

（《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

场乱象的通知》， 以及配发的意见

和工作要点）， 与此前发布的资管

新规征求意见稿、流动性风险管理

新规、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等诸多监

管文件，勾勒了今年银行业监管深

水区全景。

舆论普遍的关注点目前集中

在银行同业、理财、表外业务面临

的空前监管力度上。 但事实上，摆

在银行面前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

是异地非持牌分支机构是否要撤

退；如果不需要，又该如何尽快拿

到牌照。

“我们都开玩笑，我们是不是都

要撤了。”一名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

向证券时报记者无奈笑称，“那如果

我们撤走了之后， 陆家嘴的租金是

不是要降了？ ”

有报备 无持牌

前述“

4

号文”将“未经批准设

立分支机构、 网点， 包括异地事业

部、业务部、管理部、代表处、办事

处、业务中心、客户中心、经营团队

等，并从事业务活动”列示，定义为

违规。

“第一条影响太大了，关乎数百

个业务部门去与留。 仅上海这边未

经上海银监局审批来设立的非持牌

银行业务部门，有

200

多家，主要集

中在陆家嘴的恒生银行大厦、 环球

金融中心、上海中心这几栋楼。有些

是以部门形式存在， 有些是部门的

驻外团队形式存在；多则百号人，少

则几号人。 这些部门都没有跟向上

海银监局报备， 更谈不上报送业务

数据， 而是受法人行所在地银监局

管辖。”一名全国性股份行金融市场

部人士告诉记者。

事实上，“有报备，无持牌”可说

是银行驻沪业务部门的普遍现状。

记者采访了各类银行共

12

家（含经

营区域受限的城

/

农商行）， 他们均

向记者反映：驻上海的同业业务、金

融市场业务部门

/

团队仅向总行所

在地银监局报备，相关的“资金运营

中心”牌照尚在申请或准备申请。

近年来，北京、上海基于信息、资

金、资源、交易对手、人才聚集辐射的

巨大优势，吸引了众多商业银行设立

资金运营、信用卡、票据、同业等相关

业务据点。一个有据可查的监管数据

是，截至

2017

年

5

月末，京沪两地共

有

41

家专营机构（含信用卡中心、票

据中心、资金运营中心、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中心、国际业务结算中心五大

类）。 据记者了解，如果分地域看，在

沪商业银行持牌专营机构要比北京

略多一些；若分类型看，两地持牌机

构信用卡中心占大多数，资金运营中心

寥寥无几，目前仅兴业、平安、南京银行

等少数几家银行拿到了资金运营中心

牌照。

监管层将再启动调研

上百个业务据点“一刀切”式地退

并回总行，并非小事一桩。

监管层如何看待“撤与不撤”的问

题呢？ “其实现在

4

号文出来，也是一

个面上的东西，各地银监都还在学习，

具体的还是要等会里决定怎么做，是

和去杠杆一样也有存量增量、 过渡期

呢，还是其他的。 ”一名不愿具名的监

管人士告诉记者，“如果一棍子打死也

容易产生一系列的不可控影响。 ”

不过， 随着金融去杠杆进入深水

区，很多资金业务其实面临收缩。 “其

实我们自己都不是特别乐观。 现在业

务不好做，之前因为‘三三四’还停摆

过一阵，利润少而且容易踩雷。如果说

迁回总行，也是为了节约成本吧。有些

在上海有分行的其实也很好办， 直接

在分行办公就完事了， 也没有那么

难。 ”一位农商行人士告诉记者。

一个动态是， 银监会城市银行部

将再启动最新一次调研， 主要考察城

商行异地机构基本情况、主要风险和问

题、已采取措施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不撤” 的呼吁

受访人士普遍表示，“

4

号文”出来后，

确实会有部分机构有迁回总行的打算。

“当时有关方面也跟我们说过，以

后肯定会清理这种不持牌的， 也不知

道迁回去之后业务会发展得怎么样，

可能就先试水； 二是可能是没实行事

业部制，或者还没达到持牌的要求，又

不想把这些部门的人财物都放在分行

去管理； 三是可能不想受到法人行银

监和上海银监的双重监管。 ”

不过，大部分银行的看法，是希望

监管层酌情考虑实际情况，不要“一刀

切”。他们的呼吁，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

首先，界定“未经批准”里的“批

准”是一个什么形式，是否有且只有获

得“金融许可证”的形式。

“是要向上海银监报批，还是口头

汇报对方允许就可以？ 又比如说我们

进沪的时候向总行所在地银监局和人

行报备了行不行？ 我认为这也是 ‘批

准’的一种形态。 ”一名受访金融市场

部总经理说。

其次，应该回归政策的初心，看到

异地机构的积极作用。

有农商行人士结合该行实际情况告

诉记者：“在小城市， 我们想招个研究生

都难，更别说合适的交易员或金融衍生

品人才，你只有往外走，往省会城市或

一线城市走。 最重要的是，做资产做交

易签合同，如果不见面，我们根本不放

心。 异地团队对于熟悉交易对手，并且

引入先进的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理念给

母行，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所有的政策，

肯定都是有初心的， 它肯定是为了促进

银行更加稳健发展。所以，我认为不能一

下子迁回所有的异地机构， 应该是以合

适的方式引导他们更合规发展。 ”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