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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招商银行2021年度股东大会——
—

王良盘点上半年业绩 和谐健康险“
突袭” 董事会席位告吹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受疫情影响，6 月 29 日， 招商银
行在线上完成了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直播。
招商银行 APP 显示，此次股东大
会观看人数仅 1200 人，关注度显著不
如往年。大会时长 1 小时，董事长缪建
民、 新任行长王良二人合计回答了 8
个股东提问。
整体来看， 股东提问主要围绕招
商银行经营业绩及资产质量变化、董
事会换届等内容展开。其中，大财富管
理业务进展及收入增长情况继续被重
点关注。
而针对近期外界较为关注的和谐
健康险“
突袭”争夺招商银行董事会席
位一事，缪建民在会上回应称，招商银
行一贯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股东，充
分尊重股东的董事提名权， 也充分尊
重股东大会的选举结果。
截至当日收盘，招商银行 A 股股
价收于 41.01 元，微跌 0.65%。 稍晚发
布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显示， 和谐健
康险提交的临时提案未获通过， 反对
票占比 68.37%。

“突袭” 董事会席位
和谐健康险失败告终
6 月 10 日晚间，招商银行发布一则
关于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
告，并在随后一段时间内广受市场关注。

该提案来自通过旗下保险产品
持有招商银行 4.48%股权的和谐健
康险， 其在提案中表示， 作为持股
3%以上的股东，提请招商银行股东
大会选举沈喆颋为第 12 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据了解，沈喆颋于今年
5 月出任和谐健康险总经理。
在此之前， 招商银行董事会已
于 5 月 20 日审议通过了第 12 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 包括股东董
事候选人 9 名、 执行董事候选人 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6 名，沈喆颋并
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对于和谐健康险谋求招商银行
董事席位一事，有业内人士认为，其
意图主要在于将所持招商银行股权
以权益法入账，这样的好处在于，保
险公司的利润表不受招商银行日常
股价波动影响。
不过， 招商银行股东们显然不
会这样想。 一批招商银行个人股东
在雪球等平台上直接表达不满，表
示要在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 认为
和谐健康险公司本身对招商银行没
有助力， 候选人本身的履历也对招
商银行没有帮助，“
如果强行展开合
作非但帮不到招行， 反而可能会给
招行惹麻烦。 ”
面对“
汹涌”舆情，和谐健康险回
应称， 公司提出的临时提案合法合
规，程序符合招商银行《
公司章程》及
相关规定； 如公司顺利进入董事会，
有助于增进双方的了解，加强银险合

作，也是对保险投资者权益的体现。
缪建民也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回应
表示， 和谐健康险持有招商银行超过
3%股权，可以提名董事人选，该行按
照有关规定， 及时准确完整地将临时
提案直接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缪
建民同时强调， 招商银行一贯公平公
正地对待所有股东， 充分尊重股东的
董事提名权， 也充分尊重了本次股东
大会的选举结果。
招商银行当日收盘后发布的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显示， 和谐健康险 “
突
袭” 以失败告终——
—其提交的临时提
案未获通过， 反对票占比 68.37%，弃
权票占比 4.8%。
此前，安邦财险曾在 2013 年尝试
进入招商银行董事会，但被否决。2015
年 7 月， 安邦财险董事长张峰在股东
大会上被选举为招商银行第九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 但其任职资格一直未
获得监管部门核准。
直至 2018 年 7 月，安邦财险将所
持 4.99%招商银行股权转让给和谐健
康险，后者也在次年 3 月易主，控股股
东由安邦变更为王义政实际控制的大
连福佳集团。此后，和谐健康险在去年
一季度减持招商银行 1.28 亿股，套现
逾 50 亿元，持股占比降至 4.48%。

新行长王良：
有信心经营管理得更好
换帅”尘埃
5 月 19 日，招商银行“

落定。 在该行工作 27 年的常务副行长
王良被任命为总行党委书记， 并获聘
为行长。
缪建民也在各大场合不遗余力
地表达对王良的支持。 此次股东大会
上，缪建民指出，聘任王良为行长对
招商银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对
于坚定执行董事会的战略均有积极
意义。
王良也表态称， 将带领管理层积
极贯彻落实董事会关于稳战略、 稳经
营、稳机制、稳队伍、稳市场的要求，保
持全行各项经营管理业务运行的正常
开展，“
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把招行
经营管理得更好。 ”
王良表示， 将在董事会领导下及
管理层努力下， 在四个方面开拓新局
面，提升招商银行的战略优势、管理优
势、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
一是坚守战略定力， 深化战略执
行。 招商银行 2004 年就确立了以“
零
售银行” 业务为主的发展战略，2014
年提出“
轻型银行”战略，去年又提出
以“
大财富管理的价值循环链”为核心
的 3.0 经营模式。 “
这些都是一脉相
承、与时俱进的，是在零售银行战略基
础上的不断提升和深化， 也得到了全
行干部员工的高度认同， 所以我们会
坚定执行，做好战略落地。 ”
二是通过打造财富管理能力、风
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能力三大能力，
提升竞争实力。“
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
提升风险管理、内控合规水平，不断加

大金融科技投入， 进一步促进大财富
管理业务的发展。 ”
三是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 提升
内部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和
数字化水平。 “
管理决定发展，只有不
断提升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才能保证
招行发展更健康、更可持续，走得更加
长远。 ”
四是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适应商业银行未来发展趋势的人
才队伍。 充分发挥招商银行“
六能”机
制优势， 激发广大干部员工的积极性
和活力。
谈及上半年经营业绩， 王良总结
喜大于忧”，主要体
为“
有喜有忧”，且“
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存款保持良好增
长势头。据透露，上半年该行人民币自
营存款日均增长达 7000 亿元，其中以
核心存款为主， 活期存款占比保持在
管理
63%左右水平；二是零售 AUM（
客户资产）保持快速增长，但二季度增
量结构发生变化， 以理财产品和储蓄
存款增长为主；三是在零售信贷，特别
是按揭和信用卡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招商银行调整资产配置策略， 加大对
公信贷、债券投资、票据业务、同业融
资业务的投放， 提升利息净收入的增
长；四是继续保持资产质量的稳定，尽
管不良率略有上升，但保持风险可控，
没有影响全行业绩。
“
虽然我们的营收增长和去年相
比有所放缓， 但是盈利的增长仍然符
合预期。 ”王良称。

券商投行“
中考” 揭晓 中信建投主承销收入居首
证券时报记者 许盈
2022 年上半年临近收官，券商投
行“
中考”的成绩单也将揭晓。
Wind 数据显示，按照发行日口径
计算（
下同），今年上半年共有 357 家
企业实施了股权融资，共募资 6477.11
亿元， 去年同期则有 572 家企业通过
权益方式融资 7301.2 亿元； 另外，92
家券商完成债券承销规模 5.50 万亿
元，同比增长 7.5%。
从上半年券商主承销收入来
看，59 家券商合计揽入 131.89 亿元
（
含 IPO、 增 发 、 配 股 、 优 先 股 、 可 转
债），同比下降 9.4%，其中 IPO 项目
收入占到九成。 投行业务马太效应再
加大，在行业整体主承销收入下滑的
背景下，排名前五的券商有 4 家上半
年实现正增长， 中信建投以 18.10 亿
元的主承销收入超越中信证券，成为
行业“
一哥”。

中信建投主承销居首
从券商主承销收入来看，Wind 数
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 59 家券商合
计揽入 131.89 亿元（
含 IPO、增发、配

证券时报记者 刘艺文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获悉， 银河证券主要
领导将发生变动。 1962 年出生的现任董事长
陈共炎，即将到龄退休。 另外，根据银河证券
官网信息， 公司总裁陈亮目前已接任党委书
记一职。

多项经营指标排名靠前
2016 年 10 月，陈共炎开始担任银河证券
董事长，期间银河证券发生了不小变化。 今年
恰逢银河证券五年战略规划的收官之年，公司
营业收入已由 2018 年的 99 亿元跃升至 2021
年的 359 亿元，净利润则由 2018 年的 37 亿元
攀升至 2021 年的 104 亿元，突破百亿。
陈共炎历任证监会信息中心负责人、政
策研究室助理巡视员、机构监管部副主任、证
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 中国证券投资
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银河证
券董事长等职位。
陈共炎曾公开表示，2016 年新一届党委
班子成立以来， 银河证券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问题导向、战略引领，加强改革转型，先后
业务发展”为核心的八项重点
分批次提出以“
工作和以“
保障支持”为核心的七项重点工作。
党的十九大以来， 公司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制
定了明确可行的发展战略，确立了“
打造航母
券商、建设现代投行”战略目标、“
双轮驱动、协
同发展” 业务模式、“
以客户为中心的财富管
理业务、以企业为中心的投融资业务、以亚洲
为中心的国际业务”三大业务体系及“
集中统
筹+条线监督+分层管理”的管理体制。
经过多年转型发展， 银河证券总体发展
态势良好。近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公司
资产规模、各项业务收入等 38 项指标进行统
计排名，公布了 2021 年证券公司经营业绩指
标排名。银河证券在总资产规模、净资产收益
率、净利润、经纪业务收入及海外业务等多项
排名中名列前茅。

总裁陈亮接任党委书记
银河证券官网信息显示， 陈亮目前已担
任公司党委书记。
2019 年 6 月，陈亮正式出任银河证券总
裁。在来银河证券之前，他主要的工作经历在
申万宏源集团。 银河证券控股股东银河金控
与申万宏源同为中央汇金旗下公司。
从履历来看，陈亮参与了申万宏源改组、
合并的全过程，工作经历侧重于经纪业务。他
历任申万宏源集团和申万宏源证券党委委
员，申万宏源集团董事、总经理，申万宏源西
部证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等职。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陈亮偶有公开在
网上发布观点。 比如，他认为，良好的文化对
公司治理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文化建设是公
司治理的“
领航灯”、“
助推器”和“
压舱石”。
对于研究业务，陈亮称，银河研究将紧密
围绕公司财富管理和投融资两个“
轮子”，秉承
一切“
以客户为中心”的研究宗旨，为各类客户
提供有价值、专业的研究服务，全面实现研究
价值。 通过研究赋能， 实现公司财富管理、投
行、投资、资管、国际业务的迭代和升级。

IPO募资规模增19%
从股权融资来看， 今年上半年
IPO 企业家数有所下滑， 但募资总额
不降反升； 而增发则无论是企业数量
还是募资规模均略有下降。
具体来看，上半年共有 176 家企
业完成 IPO， 相比去年同期的 266 家
下降 33.8%。 尽管 IPO 企业家数下降
了， 但是 IPO 募资规模不降反升，达
到 2601.86 亿元，同比去年增长 19%。
有投行人士分析， 去年询价新规
发布后，市场买卖双方博弈更加均衡，
整体而言新规后 IPO 发行估值变高，
因此企业募资规模显著扩大。
另一位券商投行业务负责人则向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我觉得询价新规
是有影响的，发行价格相对高些，但是
也不能过度解读。 每个项目融资规模
有差异， 有可能今年上市的项目有些
是大项目， 所以融资整体规模较上年
增加。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今年 4
月上市的中国海油， 募资规模达到
322.92 亿元，1 月上市的晶科能源募
资也达 100 亿元。
在增发方面，今年上半年共有 104
家企业实施增发，累计融资 1966.32 亿
元，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54%、40.6%，
2021 年上半年共有 225 家企业完成增
发，融资总额为 3309.82 亿元。

银河证券高层有变动
总裁陈亮接任党委书记

公司将打造航母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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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优先股、可转债），较去年同期的
145.56 亿元下降 9.4%。 其中 IPO、
增发、 可转债的承销收入分别为
119.25 亿元、7.29 亿元、5.15 亿元，
IPO 项目收入占到九成。
在行业整体主承销收入有所
减少的情况下，头部投行的优势再
次扩大。 去年上半年仅有 2 家投行
主承销收入超 10 亿元， 而今年上
半年则扩容至 5 家，分别是中信建
投、中 信 证 券 、 海 通 证 券 、 中 金 公
司、国泰君安。 从同比变动来看，除
了海通证券同比略降 9%以外，另
外 4 家排名前五的头部投行均实
现同比增长； 而放眼排名前 20 位
的券商，则仅有四成券商主承销收

入呈现正增长。
具体来看， 中信建投上半年主承
销收入高达 18.1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8%， 超过中信证券的 17.98 亿元，
位居第一。 中信建投“
逆袭”的原因主
要是 IPO 收入大幅增长，去年上半年
中信建投 IPO 收入为 6.96 亿元，而今
年上半年则为 16.40 亿元，IPO 家数
达到 22 家。
头部投行中，中金公司、国泰君安
今年上半年的主承销收入也分别同比
增长 54%、48%， 上半年收入均超过
10 亿元。 中小型投行中，东兴证券与
申港证券成为投行“
黑马”，主承销收
入分别同比增长 117%、104%， 达到
4.01 亿元、1.47 亿元。

此外， 在 IPO 承销金额方面，中
信证券、 中信建投分别以 650.57 亿
元、401.64 亿元排名第一、第二，中金
公司、 海通证券均以超 200 亿元的
IPO 承销金额依次位列其后。 在 IPO
承销家数方面，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分
别以 25 家、22 家的数量领跑，中金公
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民
生证券等 5 家券商上半年 IPO 家数
也都超过了 10 家。

地方债承销同比大增
今年上半年，92 家券商完成债券
承 销 规 模 5.50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5%；总承销债券数量达到 1.54 万只，

同比增长 40.3%。
分项来看，今年上半年，券商承销
的地方债规模同比大幅增长， 政策银
行债、非政策性金融债、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定向工具等保持温和增长，
而企业债、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的承
销规模则出现了一定程度下降。
从券商排名来看， 中信证券、中
信建投分别占据上半年债券总承销
规模的状元、榜眼，总承销规模分为
为 8143.70 亿元、6810.54 亿元； 华泰
证券、中金公司、国泰君安则分居第
三、四、五名，三者上半年总承销债券
金额均超 4000 亿元，而上半年债券总
承销规模超过 1000 亿元的券商则共
有 15 家。

2022 年 3 月， 银河证券完成了 78 亿元
A 股可转债发行工作。 可转债相关募集资金
锚定投资交易、 资本中介、 投资银行三大业
务，意在进一步夯实优势业务、刺激业务改革
继续发挥成效，同时补齐短板业务。
同时， 银河证券适时调整资产负债计划，
合理引导业务增长的规模、结构和节奏，推动
资产负债总量平衡和结构匹配，实现了资产负
债表总体效益的提升；加强债务融资的前瞻性
和灵活性，不断丰富融资工具箱，本年度银河
证券抓住有利市场发行窗口，顺利完成了 150
亿元永续次级债券发行工作， 实现了负债结
构的持续优化和融资成本的有效控制。
据了解， 今年是银河证券五年战略规划
的收官之年。目前，银河证券已启动下一轮战
略规划编制工作， 在总结上一轮战略期执行
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调研力度，推动和
组织启动 2023~2025 年战略规划的制定工
作。公司积极谋划新一轮竞争优势，并做好新
战略的分解落实工作， 进一步强化战略引领
作用，蹄疾步稳实现“
打造航母券商、建设现
代投行”的战略目标，推动公司由“
转型期”、
“
巩固期”向“
发展期”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