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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分之三！ 债券承销费率再度跌出“地板价”

交易商协会称已对中信证券与兴业银行此单业务启动自律调查

见习记者 谭楚丹

债券承销再度出现超低价竞争。

4

月

27

日，海南股权交易中心发

布一则公告， 称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公开选聘中期票据的主承销商已

有结果，其中

0.03‰

的“地板价”吸引

市场关注。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表示， 已正式启动对有关事项的自

律调查。

近年来，为冲业务规模，债券承销

商频频打出“吐血价”，更有承销收入

仅千元。监管层尽管多次出手，但恶性

竞争仍屡禁不止。

“连差旅费都不够报销”

4

月

27

日，一则公告引发债券圈

注意。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公开

选聘中期票据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

与兴业银行中选， 但承销费率低至

0.03‰

。 这意味着， 如果债券规模

10

亿元， 两家承销商承销收入合计才

3

万元，平均每家

1.5

万元。

有券商人士表示， 中期票据承销

费率一般情况而言都比较低， 主要是

银行和少数大券商在做， 银行低价竞

争不在少数。 一家股份制银行人士则

表示，“券商很快也会没底线， 近期有

龙头券商竞标时报出十万分之五。 ”

根据证券时报记者查阅， 有银行

曾给出十万分之一的报价。

4

月

14

日， 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中期票据

融资券主承销商采购项目中标结果发

布调整公告， 中标人为交通银行中山

分行，中标承销费率

0.01‰

。

参考近期其他公司发布的中票承

销商采购项目中标结果， 上述

0.03‰

与

0.01‰

真是“跳楼价”。

比如

3

月底水发集团有限公司的

中票承销商确定为华泰证券与光大证

券，成交价为

0.06%

。

4

月中旬武汉碧

水集团中期票据承销商采购项目中标

公告， 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作为主承销

商，承销费率为年化

0.07%

，中信银行

武汉分行和民生银行武汉分行为副承

销商，承销费率

0.05%/

年。

对此，广州一家券商保代表示，这属

于恶性竞争，“连差旅费都不够报销。 ”

北京一名固定收益人士向记者解

释， 低价承揽债券的行为主要因为承

销商要冲业务规模。 另一方面不排除

双方之间除了承销以外还存在其他业

务关系，“可能银行还能从客户那里开

展存贷业务； 券商与客户可能会有其

他财务顾问业务。 ”

前述银行人士也表达相似观点，

承销债券并不能挣钱， 主要看客户能

带动存款和托管业务。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7

日

表示，已经关注到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公开选聘发行中期票据主承销商

及

0.03‰

承销费率，协会已正式启动对

有关事项的自律调查，若相关方在业务

开展过程中存在违反自律规则的情况，

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自律处分。

依据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中介

机构不应有以下行为：（一） 超出自身

能力或采取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二）与企业或其他相关机构、人员之

间有不当利益约定；（三） 以不正当方

式提供中介服务；（四） 对不确定事项

做出承诺；（五）其他不正当行为。

低价竞争屡禁不止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券商债券承销

打价格战并不罕见，尽管监管层曾对此

出手，但超低价恶性竞争仍然存在。

为了抢项目， 亏本买卖也有机构

做。 前述北京某券商固收人士告诉记

者， 曾有一单

10

亿规模公司债项目，

有大型券商为了承揽， 报出的承销费

低至千元。

2018

年证券业协会曾发布《公司

债券承销业务收费情况行业通报》，数

据显示，有

52

个公司债券项目未收取

承销费；有

62

个公司债券项目承销费

率不高于千分之一，其中有

21

个项目

承销费率在万分之一以下。

当年

9

月证监会在 《公司债券日常

监管问答》中表示，对个别承销机构承销

费率远低于正常费率、 执业质量存疑的

公司债券项目， 监管将开展专项现场检

查工作， 核实承销机构是否履行了充分

适当的尽职调查程序以及发行人相关信

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和完整。对于承销

机构执业质量存在问题， 或存在违规承

诺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将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2019

年又爆出某大型央企为百亿

规模公司债承销招标， 有券商给出

8

万

元超低价， 更有两家券商报出了百万分

之一的承销费率，即

1

万元。 不久，广东

省证监局向广发证券下达行政监管决定

书， 称广发证券存在以低于成本价格参

与公司债券项目投标的情形。此外，有消

息传出中信建投也被监管约谈。

同年，证券业协会出台《证券公司公

司债券业务执业能力评价办法（试行）》，

其中将承销费用加入主要考核指标，体

现了监管打击价格战的用心。

深圳一名券商人士表示， 低价竞争

行为难以禁止。“有的是因为券商内部以

业务规模作为考核指标， 所以投行以极

低的承销费去冲量； 也有的因为要拿下

优质客户而不得不用超低价。 ”

根据

Wind

对

2019

年债券承销规

模的统计，上述提及的券商均突破千亿。

中信证券的总承销金额最大， 达到

1.02

万亿，市场份额

13.34%

。 公司以承销非

政策性金融债、公司债、

ABS

为主，各有

两千多亿。

中信建投排名第二， 总承销金额

8475.94

亿。 其中公司债承销规模在业内排

名第一，多达

3381.12

亿，市场份额

13.31%

。

另有

13

家券商也在 “千亿俱乐

部 ”。 其中， 中型券商平安证券以

2799.84

亿承销规模位列第

9

，超过广发

证券（

1942.38

亿）与国信证券（

1186.83

亿）。 公司在

ABS

和公司债业务上更有

优势， 各有

1200

多亿。 另一家中型券

商———中泰证券也有不错表现，总承销

金额

1536.32

亿元。

慧择保险马存军讲述赴美上市故事：

疫情下的IPO�差点没能进交易大厅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今年

2

月

12

日于美国纳斯达克

上市的慧择保险日前发布首份年报，

显示了公司在互联网保险赛道上具有

的优势。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慧择保险董事长马存军讲述了疫情期

间团队在美国

IPO

的特殊经历。

明智策略保发行

2

月

12

日，慧择保险敲钟，当时

中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达到了高

峰。上市完成之后，中国新冠肺炎确诊

人数开始直线下滑， 马存军常跟伙伴

开玩笑：我们的上市是一次冲喜。

早在

2019

年

12

月， 马存军和慧

择团队就已经把上市时间定在了

2020

年

2

月。不料，

1

月疫情暴发，慧择面临

艰难选择：继续发行还是停止发行？ 马

存军做出决定———发行时间点坚决不

变，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

如何保证发行成功？ 他们制订了

两个策略：

一是管理团队分拨驻扎香港、美

国。因为担心疫情封城，年初三马存军

就安排负责发行的同事们到了香港。

同时， 基于在保险行业多年积累的本

能的风险评估及应对能力， 他决定年

初四就飞往美国。事后证明，当时的这

个决定太明智了。

二是缩小募资规模，调低估值，以

对冲发行风险。马存军认为，只要慧择

能用业绩不断证明自己， 相信市场最

终会让慧择回归正确的估值。

确定好计划后， 马存军和他的团

队就动身前往美国， 并在落地之后就

开始了为期

14

天的自我隔离。

路演全程无法面对面

被隔离期间，他们同时着手应对眼

前的挑战：一是因为疫情，无法和投资

人见面，正常的路演改到了线上；二是

慧择的商业模式在资本市场仍然缺乏

一定的认知，在无法面对面路演的情况

下，让投资者认购存在一定的困难。

马存军与潜在投资者、 重要投资

者沟通，安排了

72

小时密集的电话会

议，

3

天时间里，每隔半小时至一小时

就有一个会议。 为了保证会议沟通效

果，马存军买了一箱红牛“充电”。

除此以外， 身处各地的团队成员

也克服时差，承受着

72

小时的高强度

电话会议。

2

月

12

日，马存军坐在花旗银行

的定价大厅， 看到超额

3

倍认购的结

果时，他感到甚是欣慰。 据了解，慧择

保险还获得了美国长线基金的投资。

在美国冲刺上市的同时， 国内也

是疫情最紧张的时候， 慧择团队一方

面组织发行工作， 另一方面还要让公

司维持疫情下的正常运营。

疫情影响下， 大量的旅游险出现

退保需求，为了处理好这些需求，慧择

给部分客户主动打电话，为用户退保。

同时，疫情下用户的保险咨询量大增，

也考验着团队的运维能力。

敲钟当天：

差点没能进交易大厅

路演结束之后， 慧择终于等到这

一天———走进纳斯达克大厅敲钟，宣

布上市。

而当时疫情在中国蔓延， 美国的

很多公司已经不准予中国人进入职

场。纳斯达克要求

14

天内到达过香港

和内地的人员不能进入大厅。 幸运的

是，马存军的机票时间正好超过了

14

天限制。“禁足”解除，马存军最终得以

顺利进入交易大厅。

但是， 当天纳斯达克主席告诉马

存军：你可能是史上最孤独的敲钟者。

原来， 现场来的都是由券商组成的亲

友团，他几乎都素未谋面。

赴美上市一个多月， 前后的反差

也给马存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去美国

纽约的飞机上，只有华人戴口罩；但回国

的时候，飞机上不仅人人都戴口罩，有的

人甚至“全副武装”，在飞机上不吃不喝

地等待十几个小时，如临大敌。

经过这次特殊经历，马存军感叹道，

如果自身不够强大， 这次发行将不可能

成功；如果自身底气不足，就不会有这个

发行效果；如果团队的战斗力不足，肯定

也无法达成发行。

完善长期险服务能力

慧择年报显示，

2019

年公司长期寿

险和健康保险保费约占保费总额的

87.4%

，在互联网保险赛道上具有优势。

慧择过去几年更侧重于长期寿险和

长期健康险的销售，

2017

年

-2019

年间，

这两项业务的佣金收入占比在不断提

升，分别约为五成、七成以及九成。

慧择是第一家让长期险在在线平台

上合法合规销售的公司， 公司用

4

年时

间建立了完整合规的销售闭环， 用

3

年

的时间集中资源重点突破长期险在线销

售，奠定了自己业务的防火墙。

慧择选择长期险作为业务重点，还

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意识到短期险与用

户的黏性不够这一问题。 用户一旦购买

了长期险，对平台的期待和依赖就是

20

年以上，也让慧择有相对稳定的利润，对

用户画像也更加多元和精准。据了解，慧

择的用户平均年龄

32

岁。

对于上市后的战略部署， 慧择保险

将重点投入在三个关键的增长战略上。

一是加速扩大慧择客户量， 利用

IPO

所

提升的品牌知名度来提高

C

端的获客能

力； 二是计划在特定的战略地点部署服

务中心，提高客户参与度，并提供更多种

类、层次更为丰富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三

是投资于技术提高客户转化效率。 尤其

是在数据分析方面， 继续加强大数据在

用户需求洞察和产品开发中的应用，同

时加大智能核保、智能理赔、智能客服的

应用， 并对区块链和物联网等前沿技术

的落地场景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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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渭南仓程路证券营业部及清远英德证券营业部撤销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经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我公司” ）决议，决定撤销联储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渭南仓程路证券营业部及联储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清远英德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

“渭南营业部及英德营业部” ），届时位于陕

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仓程路与朝阳大街十字东

北角朝阳华厦 B107、207 室和广东省英德市

英城富强东路南龙山庄 F 栋综合楼 F3-305、

312 号的营业场所将予以关闭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权益，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渭南营业部撤销后营业部客户将整

体平移至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兴庆南

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西安营业部” ）；

英德营业部撤销后营业部客户将整体平移至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清远市静福路证券营

业部（以下简称“清远营业部” ）。 整体平移

完成后， 您将直接转变为上述对应营业部客

户，您与营业部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

协议》等所有业务协议相应由承接营业部承

继，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整体平移后您的资金

账户、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保持不变，您的证

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二、如果您不同意平移,您可申请转为联

储证券其他营业部客户， 也可申请转入其他

证券公司营业部。不同意平移的客户，请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五日内, 由您本人携带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等资料至我公司经营场所办理

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手续，或通过

我公司提供网上方式办理。

三、 逾期未办理销户等手续的客户,我

公司视同您同意上述整体平移，日后您可根

据自身需要前往相应承接营业部办理相关

业务。

四、如您对营业部撤销工作有任何疑问，

可选择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一）我公

司统一客服热线：400-620-6868。 （二）渭

南仓程路证券营业部地址： 陕西省渭南市临

渭区仓程路与朝阳大街十字东北角朝阳华厦

B107、207室；咨询电话：0913-2361056。

西安兴庆南路证券营业部地址： 陕西省

西安市碑林区兴庆南路 28号交大旭邦科技大

厦；咨询电话：029-82666636、029-82666637。

清远英德证券营业部地址： 广东省英德

市英城富强东路南龙山庄 F 栋综合楼

F3-305、312号；咨询电话：0763-2602822。

清远市静福路证券营业部地址： 广东省

清远市新城东 19 号区朝南国际商务中心 9

层办公室 01-02；咨询电话：0763-3323060。

感谢您对我公司及下属营业部的支持与

厚爱，由于两家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

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