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

Institution

A6

主编：林根 编辑：陈若谷 2019 年 9 月 12 日 星期四 Tel:(0755)83501896

官兵/制图

券商中国

（

ID

：

quanshangcn

）

剑指可转债网下申购乱象 中证协下发业务规范

证券时报记者 王玉玲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中国证券业

协会近期向券商下发了 《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网下发行与承销业务规

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可转债

承销业务规范》）， 这也是对今年

3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可转债发

行承销相关问题的问答》的具体落实。

此前，在中信转债、平银转债等热

门可转债的申购中， 有不少券商或机

构用大量账户顶格申购的情况出现，

甚至有注册资本仅有

1

万元的小公司

却顶格申购

80

亿元可转债。针对利用

“拖拉机账户” 进行网下打新的现象，

各主承销商已于

3

月

25

日起对参与

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业务的配售

对象拟申购金额， 是否超过其总资产

或资金规模进行实质核查。目前，这种

违规操作打新现象已得到遏制。

规范可转债

网下发行与承销业务

今年以来，随着可转债发行火爆，

机构用多个账户顶格申购可转债的

“拖拉机账户”网下打新现象受到监管

关注。

3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

于可转债发行承销相关问题的问答》，

要求网下投资者申购可转债时应结合

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资产规模， 合理

确定申购金额，不得超资产规模申购，

并且同一网下投资者的每个配售对象

参与可转债网下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

券账户。

为落实 《关于可转债发行承销相

关问题的问答》的上述要求，建立可转

换公司债券网下投资者管理体系，压

实承销机构责任， 规范网下发行与配

售业务流程，协会结合行业发展需要，

中证协起草形成 《可转债承销业务规

范》，近期下发给各家券商。

“自

3

月

25

日之后，主承销商应

监管要求对机构投资者的条件资质等

加强实质核查， 这种违规申购可转债

的现象已经得到了遏制。 现在的规范

是将此前的监管问答进行细化和固

化。 之前没有明文来规定这些具体要

求。”北京一家大型券商固收分析师对

记者表示。

《可转债承销业务规范》是针对具

有证券承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开展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投资者

推荐和甄选、路演推介、簿记配售、信

息披露等业务环节的专项自律规则，

规范和细化了网下投资者管理要求和

承销业务操作流程， 进一步推动证券

公司、 网下投资者等市场参与主体归

位尽责。

《可转债承销业务规范》的思路包

括五方面：一是加强网下投资者管理。

明确网下投资者注册条件， 要求网下

投资者参与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

业务前应当在协会注册， 并符合一定

的资质条件。对多账户申购、超额申购

等违规行为予以严惩， 通过设置网下

投资者黑名单和配售对象限制名单，

督促投资者合规展业。 二是加强对推

介和销售工作管理的规范。 以市场化

原则为导向， 对承销商开展路演推介

的方式及内容、公开路演、现场路演的

业务流程予以规范， 对禁止性行为予

以明确。 三是加强对承销商网下配售

的规范。明确网下投资者分类标准，赋

予承销商一定的自主配售灵活性，同

时进一步加大承销商对网下投资者的

核查责任以及网下投资者的诚信约

束。四是明确对信息披露的要求，强调

信息披露形式、信息披露内容。五是强

化对证券公司的自律管理力度。 加强

对承销工作的事后报送要求， 加强对

承销商的自律监督作用和自律惩戒处

罚力度， 加强自律规则执行情况检查

和落实。

细化关联账户认定、

超额申购核查等规定

回溯可转债的网下申购规定，在

2006

年

～2017

年间，是按照申购金额

的固定比例（大部分是

20%

）收取定

金。但随着可转债发行增加，这种资金

申购 （定金申购） 的模式就开始行不

通， 因为大部分的机构没有足够的资

金申购多只可转债。

2017

年

9

月

8

日， 证监会发布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进一步

完善可转债、可交换债发行方式，将资

金申购改为信用申购， 以解决可转债

和可交换债发行过程中产生的较大规

模资金冻结问题。根据规定，网下发行

不再按申购金额的固定比例收取定

金，而是直接收取不超过

50

万元的定

金；网上发行不再预缴定金。

但今年以来， 不少机构采用大量

账户顶格申购的情况出现， 甚至有注

册资本仅在

1

万元的小公司却顶格申

购

80

亿可转债，引发监管关注。 因为

一旦市场上申购的机构较少， 机构中

签较多却没有足额资金缴款将引来风

险。因此有了

3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 《关于可转债发行承销相关问题

的问答》。

“实际上，主承销商从

3

月

25

日

以来已经按要求对参与可转换公司债

券网下申购业务的配售对象拟申购金

额是否超过其总资产或资金规模进行

实质核查。 一般可要求投资者提供证

券账户名称和账户号码，予以审核。将

来这些投资者都在协会备案， 可以从

协会的系统中找出相关的数据进行比

对分析。”上海一家中型券商投行人士

表示。

在这次细化的规范中就包括：协

会可在可转债网下发行承销业务管理

系统中列示配售对象场内账户市值情

况，供主承销商参考。

此外，在关联账户认定方面，同一

网下投资者的每个配售对象参与可转

债网下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投资者以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认购

的，每个产品可视作一个配售对象；以

自有资金认购的， 每个投资者视作一

个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的关联账户不

得参与配售。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 “账户持有

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

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视为关联账户。

企业年金账户和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专用账户的上述情形， 可以不视为

关联账户。

在超额申购核查方面， 主承销商

应对参与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业

务的配售对象拟申购金额是否超过其

总资产或资金规模进行实质核查。 其

中，对于公募基金、基金专户、资产管

理计划、 理财产品、 保险资金账户、

信托产品账户、 私募基金等产品，应

以申购首日前第五个工作日的产品

总资产为准；对于具有金融行政许可

的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自营投资账户，

应以公司出具的自营账户资金规模说

明为准；对于其他企事业单位法人、合

伙企业管理的自有资金投资账户，应

以机构最近一期财务报告中的总资产

为准。

主承销商也应当在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完成后的十个工作日内， 将项

目发行承销工作的基本信息、 网下投

资者申购信息以及网下投资者违规行

为信息提交协会。

保险资管产品迎来估值体系

准备对接资管新规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潘玉蓉

非标性质的保险资管产品有了净

值型的估值体系！ 这意味着近

3

万亿

的保险资管产品对接资管新规的障碍

进一步排除。

近日， 中债登公司下属的中债金

融估值中心与上海保交所下属的中保

登公司在北京举行 “保险资产管理产

品估值发布仪式及试用签约仪式”，正

式向外发布了这套估值体系， 长江养

老、平安资产、百年资产等

8

家机构首

批试用。

保交所董事长曾于瑾表示，未来双

方将推动保险资管产品估值的全覆盖。

资管新规落地的关键

基金、 银行理财对接资管新规的

细则已经落地，据了解，保险资管产品

对接资管新规的相关细则也即将落

地。 随着保险资管产品净值化估值体

系投入试用， 保险资管产品对接资管

新规的关键一步已经走出。

去年

4

月，资管新规正式发布，要

求金融机构资管产品按照净值化管

理。 但对于规模近

3

万亿的保险资管

产品来说，实现净值化并不容易。其中

的难点即在于，缺乏统一公允的估值。

在中债金融估值中心和中保登公

司的合作下， 这一难题被解决。 近年

来， 中债金融估值中心将债券估值的

经验扩展， 先后为银行理财投资的非

标准化债权资产、 银登中心流转的信

贷资产等提供估值服务， 此次和中保

登公司合作， 进入到保险资管产品估

值领域。据悉，未来双方将进一步加深

合作， 探索建立并完善保险资管市场

公允估值体系。

中保登公司是上海保险交易所的

控股子公司， 是保险资管行业的重要

基础设施，为保险资管业提供发行、登

记、托管、交易、结算、信息披露等全方

位服务。

随着保险资管产品引入第三方估

值和应用，将使得大批“非标”性质的

保险资管产品走向标准化、净值化，进

而符合资管新规要求， 也将有利于扩

大保险资管产品影响力。

首批估值针对两类产品

8家机构试用

中债金融估值中心与中保登公司

此次发布的首批估值，针对的是两类保

险资管产品———保险债权投资计划、资

产支持计划产品，估值指标包括了估值

收益率、估值全价和估值净价等价格指

标。 此前，双方于今年

5

月在北京启动

了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估值合作。

同时，曾于瑾表示，今后还将继续

推动保险资管产品估值的全覆盖，并

共同探索更多新的价格产品。

作为国内最主要的长期资金，保

险资金是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股权投

资等长期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 而险

资走向这些实体项目的主要载体，即

包括保险债权计划、 股权计划等保险

资管产品。 截至今年

8

月底，各类保险

债权、 股权计划注册数量

1201

只，合

计备案规模

2.8

万亿；累计注册保险私

募基金

21

只，合计规模

1660

多亿元。

首批估值发布后，长江养老、平安

资产、百年资产、中邮人寿、太平资产、

中再资产、 中意资产及建信资产等

8

家机构参与首批试用。

业界认为，本次估值指标的发布，

弥补了行业第三方公允估值的空白，

将有效提升估值的可比性和一致性，

不仅有助于推动交易撮合， 提升交易

活跃度和市场容量， 更有利于提高交

易透明度，减少交易双方价格分歧，保

障市场有序运行， 具有无可取代的作

用。此外，还将对后续其他资管产品估

值业务开展和市场应用起到较好的示

范引领作用。

猪瘟重创玉米消费 更多风险管理工具酝酿上市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猪瘟疫情未减， 中国玉米产业遭遇

重创。 在昨日召开的“

2019

中国玉米产

业大会”上，众多玉米产业链企业和学者

研判猪瘟疫情对于今后玉米市场影响，

预计玉米消费萎缩

30%~40%

。 与此同

时，玉米深加工行业深受亏损影响，对于

玉米消费的拉动作用也在快速消退。

有关专家预计， 玉米市场将迎来一

个缓慢恢复过程， 需求真正好转至少要

等到明年

6

月份。面对市场的急剧变化，

玉米产业链正积极运用价格管理工具，

规避风险，稳定收益。而更多行业风险管

理工具，包括酒精、淀粉糖等玉米下游品

种，都在酝酿挂牌上市。

猪价成玉米市场晴雨表

猪肉近期批发均价为每公斤

34.59

元，已经连续上涨

13

周。 飙升的猪肉价

格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9

月

11

日，中央四部委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情况。

按照农业农村部公布最新数据，从

今年年初到

8

月底， 全国活猪价格涨幅

81%

，崽猪价格接近翻番，猪肉价格涨幅

达到

70%

。 按照目前价格计算，出栏一

头猪的利润超过

1500

块钱，而正常情况

下出栏一头猪的利润水平是在

200

块钱

左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在

2019

年中国玉

米产业大会上表示：“为什么现在猪肉价

格上涨这么快？猪少了，老百姓又特别想

吃，价格就只能上涨。 在政策扶持、进口

以及替代品增长的积极作用下， 猪肉价

格会有所缓解， 但是由于产能释放需要

一年左右时间， 导致今年下半年猪肉价

格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甚至到

2020

年

猪肉价格仍有可能维持高位， 行情或好

于

2019

年。 在进口替代方面，进口量将

大幅攀升。 今年

7

月份中国猪肉进口量

为

18.22

万吨，同比增加

106.7%

。 根据

当前进口形势判断，预计

2019

年全年进

口量在

170

万

~200

万吨， 较

2018

年的

119

万吨出现明显增长。 ”

“猪价就是玉米需求的晴雨表。如果

猪肉价格持续上涨一定是缺猪， 猪饲料

的消费会受到很大影响。”大连北方国际

粮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吉龙表

示， 非洲猪瘟对玉米市场的影响比预期

大得多， 今年年初预计非洲猪瘟对玉米

消费市场萎缩

15%~20%

；而现在估计将

导致玉米消费萎缩

30%~40%

。如果下半

年猪肉价格持续上涨， 猪饲料的消费仍

然会受到很大压制。

深加工行业深受亏损影响

除了猪瘟疫情引发的玉米消费的大

幅萎缩外， 玉米深加工行业陷入全面亏

损， 对于玉米消费的拉动作用也在快速

消退。

“到

9

月份，今年玉米深加工行业深

受亏损影响。 ”中粮集团总工程师、中国

淀粉工业协会会长佟毅无奈地说。 玉米

深加工行业阶段性产能过剩特征明显。

以黑龙江为例，今年年初统计，现在在建

和拟建的产能超过

2000

万吨，短期内产

能还会保持增长。

最典型的就是玉米淀粉行业， 今年

全行业开工率同比下降了

20%

， 仅在

60%

左右， 直接导致对玉米需求增长出

现了乏力。 而在淀粉开工率下降

20%

的

情况下， 全国淀粉库存水平竟然同比还

增加

20%~30%

。 这意味着，即便是开工

率下降，库存仍然还在增加，说明淀粉需

求远不如去年。从这一个品种可见，玉米

价格受中美经贸摩擦和非洲猪瘟因素等

影响较大。

冯吉龙认为， 当前玉米行业从饲料

厂、贸易商和深加工企业都在心态上发

生了巨大变化，从年初各个环节疯狂屯

粮， 到如今没有人敢大量地建立库存。

未来三个月，东北地区有接近

1

亿吨的

玉米上市，需要市场承接，玉米市场像

去年年底一样反季节大幅上涨的可能

性比较小，价格回落不可避免。 直到明

年上半年， 玉米市场将迎来一个缓慢恢

复过程， 但需求真正好转至少要等到明

年

6

月份。

更多玉米产业链品种

将挂牌上市

面对玉米市场心态的巨大转变，全

国畜牧总站党委副书记聂善明提醒，各

界应当充分发挥好金融工具作用， 利用

期货等衍生品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功

能，引导玉米种植结构调整，指导饲料企

业合理收购，更好维持生产稳定发展、促

进市场平稳运行。

当前，在玉米期货市场上，价格风险

管理工具日益丰富。 玉米期权于今年

1

月

28

日上市， 上半年成交量

204

万手，

日均持仓

15

万手。玉米期货成交持仓量

稳步增长。

2019

年上半年，玉米期货成

交量

4610

万手，日均持仓量

95

万手，同

比分别增长

43%

和

29%

。

此外， 商品互换业务涉及玉米产业

的商品互换业务

21

笔，合计成交名义本

金

1.94

亿元。 大商所还正式对外发布了

37

只商品期货指数及

2

个现货指数系

列，其中农产品相关指数

20

只。

在交割业务方面，目前已设立

11

家

集团交割仓库，

13

家分库，总库容由

660

万吨增至

1528

万吨，增加

132%

，最低

保证库容由

50

万吨增至

100

万吨，增加

100%

， 满足了产业客户套保和交割需

求。 目前，国内玉米消费量、贸易量前

10

名的龙头企业中， 各有

6

家企业参与期

货市场，玉米产融结合格局已初步形成。

大商所理事长李正强表示，下一步，

大商所将不断完善玉米产业链衍生产品

体系。目前正积极推动生猪期货上市，加

快研发食用酒精、 工业酒精和淀粉糖等

下游品种，争取早日推出玉米淀粉期权，

努力为企业提供更多风险管理工具。 同

时，不断推进规则制度创新。探索进一步

创新交割制度、完善交割管理，推动玉米

市场从北到南、从产区到销区、从水路到

陆路的全面融合和畅通。此外，不断扩大

服务玉米产业的方式与手段。 持续推进

“农民收入保障计划”、“企业风险管理计

划”试点，探索开展“新型粮食银行”试

点，积极推广玉米基差贸易试点，努力形

成可广泛复制的典型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