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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末，伴随着债市二级市场的调整，信用债一
级市场也受到了影响。自 11 月份开始，信用债延迟或取
消发行的情况显著增加。据统计，2016 年 11 月份至 12
月份，有超过 155 只债券取消或推迟发行，涉及金额
1700多亿元。

今年 1 月份，由于元旦、春节假期原因，交易日只有
十几天，但延迟或取消发行的信用债仍不在少数。据同
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今年 1 月份，市场有 30 只信用债推
迟或取消发行，涉及金额 200 多亿元。其中，29 家信用
债推迟或取消发行的原因是“市场波动较大”，只有 1 家
是因为“资金安排发生变化”。

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本轮信用债“取消发行潮”主
要受市场利率上行的影响。在近期债市利率上行背景
下，发行人虽然希望通过债市周转资金，但出于融资成本
考虑只能推迟或取消发行。

债市融资成本的上行，从公司债发行利率走势就可
见端倪。据统计，2017 年 1 月份，新发公司债平均票面
利率 5.6804%，为近两年来的最高值。去年同期，即
2016年 1月份，平均票面利率仅为 4.3445%。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分析，取消债券发行的
原因，一方面是发行人希望降低融资成本择机重发，另一
方面是因为机构流动性偏紧且情绪悲观，即使发行也很
难成功。

从市场历史行情来看，信用债“取消发行潮”并不是
什么新鲜事。2016 年 4 月中下旬，在短短 12 个工作日
里，共有 113 只信用债取消或延期发行，涉及金额近千亿
元。姜超分析认为，历次取消潮的相同点，都是出现在利
率快速上升时期，市场流动性都较为紧张，且一般会发生
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共振，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

信用债延缓或取消发行，可能使企业资金链面临风
险。姜超认为，近年来，企业特别是过剩产能企业发行债
券的期限明显短期化，对再融资的依赖程度有所提升。
在债市调整背景下，部分企业难以回避较高的债券融资
成本，因此不论是被迫以高成本融资还是取消发债，都会
不同程度地给企业带来负担，最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
企业资金链断裂。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债券发行趋缓对企业负面影响
整体有限。虽然信用债在企业融资结构中所占比例有所
提升，但目前融资仍以贷款为主。华创证券分析师吉灵
浩在研究报告中测算，2016 年 11 月底，社会融资存量累
计 154.36亿元,其中企业债券存量仅占比 11.7%。

业内人士提醒，伴随发行人再融资压力加大，信用风
险暴露压力需要投资者关注，加上今年信用债到期规模
庞大，企业所面临的偿债压力并不乐观。

据姜超测算，将于 2017年到期的主要信用债品种规
模合计约 4 万亿元，考虑到未发的短期融资券，合计规模
或达 5.5万亿元，且到期集中在一二季度，预计 2017年上
半年到期量至少有 2.3 万亿元；再融资受阻遇上到期高
峰，企业偿债压力较大。

在市场需求方面，华创证券分析师也对未来信用债
持谨慎态度，“未来随着银行理财纳入宏观审慎评估考
核，理财增速可能将会放缓，增量资金的减少将使信用债
压力加大”。

市场波动扩大 融资成本上升

信用债“取消发行”潮起
本报记者 曹力水

本报北京 2 月 8 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进入 2017
年以来，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增持热度不减。据同花顺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8 日，自今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
175 家上市公司获得重要股东增持，增持金额合计逾 94
亿元。

《经济日报》记者查阅相关公告发现，在上述 175 家
公司中，有多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买入公司股
份。例如，中泰桥梁控股股东八大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 2017 年年初实施了 3 次增持，增持时间分别为 1 月 10
日、1 月 11 日和 1 月 12 日，合计增持 995.25 万股，增持金
额合计 1.89亿元。

运盛医疗 2 月 7 日发布增持公告称，根据增持计划，
蓝润资产自 2016 年 9 月 28 日起 12 个月内增持，在股价
不超过 25 元/股前提下，增持比例不低于 3%，不超过
5%。自此计划实施以来，蓝润资产已累计增持 691.8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03%。

除已被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完成增持的上市公司外，
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未完成增持计划而表示
将持续增持。例如，鲍斯股份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金岳
以及公司董事兼总工程师柯亚仕共同承诺自今年 1月 23
日起 6 个月内，陈金岳和柯亚仕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 5000 万元，增持价格不高于人民币 28 元/股。2
月 3 日，陈金岳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以集中
竞价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 9.32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增持金额为 199.19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 1 月份为最近 7 个月以来首次
重要股东净增持。随着增持小高潮的出现，重要股东增
持带来的正面效应缓解了减持套现冲击。

信达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刘景德表示，重要股东
增持的原因，一是持续看好上市公司业绩和发展前景；二
是部分重要股东增持也是为了稳定股价，如为避免股价
下跌造成质押股份平仓风险，控股方往往会维持股价；三
是维护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虽然重要股东增持总体来看是正能量的消息，但投
资者对此也不应掉以轻心。”国开证券研究部副总经理杜
征征表示，一是，部分重要股东增持的金额十分有限，从
较长时间维度观察，其减持力度要超过增持，增持只是短
暂性安抚，属于作秀性质；二是，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的最
主要因素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是否拥有良好和具有潜力
的基本面及成长性。如果因增持带来过度炒作，盲目跟
风，中小投资者可能会遭遇投资风险。

重要股东“买买买”

175家上市公司增持逾94亿元

2 月 7 日，中国保监会正式发布中远
海运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远海运自保”）开业的批复，这意味着
国内第六家自保公司获批开业。

所谓自保公司，即自营保险公司，是
指由非保险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保险公司，
其主要目的是为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某
些风险提供保险保障。不过，随着自保公
司的发展，其含义也逐渐加入开放性，不
仅为母公司提供保险，也为与母公司无隶
属关系的企业提供保险，即为第三方客户
提供保险。

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企业成
立自保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开展保险
设计，更好地助力企业实现全面风控。

中广核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宏亮
表示，自保公司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经
济手段，通过自保公司稳驾“三驾马车”，
即承保、风控、投资，实现业务发展。

“对于很多大型企业而言，设立自保
公司，承保自身企业风险，不仅可以解决
自身的风险保障需求，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节约保险费用开支。”清华大学中国保险
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秉正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中国人民大学保险系副教授何林认
为，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
来越多企业选择在国外开展项目，自保公
司能从风险管理和保险角度为大型企业
海外项目提供有益的帮助。而且，自保公

司还可以通过分保方式，将风险分散到国
际再保险市场。

不过，相对巨大的保险市场，中国目
前 6 家自保公司主体显然还非常有限。

“相比国际市场，中国的自保市场有着巨
大的发展潜力。”陈秉正说。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全球 500强企业中有接近 70%的
企业设立了自保公司，全球自保公司总保
费规模超过 500亿美元。

从目前成立的 6 家自保公司母公司
的主营业务上看，能源类企业有 4 家，交
通运输业 2 家，作为保险保障需求较为旺
盛的制造业、化工业、粮油业等尚无自保
公司设立。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对于设

立自保公司的条件，监管部门设置了比较
高的门槛，这是影响国内自保市场主体较
少的重要因素。除法律法规规定的保险
公司相关条件外，同时要求具备“注册资
本应与公司承担的风险相匹配”“盈利状
况良好的大型工商企业”“资产总额不低
于 1000 亿元”等条件，这便将很多企业

“拒之门外”。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

快，按照惯例，国际企业要求合作企业有
相应的保险安排，而中国企业购买商业保
险往往面临市场供应缺乏或成本高企的
限制，通过自保公司安排保险则不仅能节
约成本，也容易得到国际公司认可。”陈秉
正说。

国内第六家自保公司获批开业——

自保公司巧解大企业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李晨阳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在 1
月份已经低于 3 万亿美元。尽管外汇管
理部门重申，无须特别看重所谓的“整数
关口”。但是，一个问题依然被各界关心：
到底应该持有多少外汇储备才算够用？

衡量外储够用或者充足与否，全球
尚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目前广泛使用
的有两种指标，一种是重点关注基础清
偿能力的传统指标，另一种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提出的综合衡量外储充
足性指标。从两种指标来看，我国外储的
规模依然是充足的。长期来看，衡量外汇
储备是否充足，还需要考量人民币汇率
的弹性。

聚焦基础清偿的传统指标

传统外储充足性衡量指标主要包括
两项：一是进口覆盖，该指标反映在遭受
冲击情况下进口可维持的时间，国际贸
易是最基础的国际经济活动，应予以最
优先保障，充足水平要求外储足够应付 3
个月的进口；二是短期债务覆盖，用来衡
量一国在危机时的外债偿还能力，充足
水平要求外储能 100%偿还一年内到期
的短期外债。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
今年 1 月底表示，从对外支付能力和债
务清偿能力看，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仍是十分充裕的。按照传统的衡量标准，
在进口支付方面，外汇储备需要至少满
足 3 个月的进口，假定没有人民币对外
支付，目前是 4000 亿美元左右的外汇需
求，其实跨境已经可以用人民币支付了。
在对外债务偿还方面，外汇储备需要覆
盖 100%的短期外债，目前本外币短期外
债规模为八九千亿美元，比 2014 年末的
1.3 万亿美元明显下降，说明近一段时期
外债偿还压力已经得到较大释放。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
除了外汇储备，中国还持有其他储备资
产和外汇资产，这些资产也构成了中国
对外支付能力的一部分，在极端情况下

也可以用于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

涛认为，评价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应从外
汇储备的最主要用途出发，优先保障进
口支付和短债偿还这些最基本的需要，
避免发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叠加的国
际收支危机。

IMF 指标兼顾多种压力

外汇储备面临的冲击和风险可能来
自不同方面，为了综合衡量，IMF 提出了
涵盖一系列风险的综合指标。

梁红分析，该指标由反映国际收支
潜在压力的四个分项指标组成：出口收
入，反映外部需求下降或贸易条件冲击
可能带来的损失；广义货币，反映国内资
产清仓等形式的潜在资本外逃；短期债
务，反映债务展期风险；以及其他负债，
反映证券投资流出压力。

根据这四类风险，IMF 提出了风险
加权方法测算的外汇储备充足率，并根
据历史数据模拟出了不同汇率制度国家
的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系数。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
示，将中国按照固定汇率制来考量，截至
2016 年 9 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率达

1.18，处于 IMF 所建议的合理水平 1 至
1.5 之间，表明外汇储备仍然充足，若按
照浮动汇率制度考量，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更是远超 IMF 规定的上限。梁红认为，
从 IMF综合指标看，中国外储大体充足。

不过，对于这一指标的合理性，业内
人士有不同的看法。管涛认为，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提出的外汇储备充足性评价新
标准，既考虑进口支付、短债偿还的需
要，又考虑外来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的
汇出需要，还兼顾境内主体资产多元化
的需求。这种将不同层次的储备需求动
机混为一谈的评价方法值得商榷。满足
境内主体资产多元化配置、外来直接投
资和证券投资的汇出需要，以及其他方
面对外汇储备的需要等，都属于更高层
次的需求，不宜归于外汇储备充足性考
虑范畴。

充足性与汇率弹性有关

IMF 提出的衡量指标并不完美，但
展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汇率安排
与弹性不同，需要的合意外储规模也不
一样。

管涛表示，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归根
结底是汇率安排问题。如果本币汇率自

由浮动，同时本币又可自由使用，该国理
论上就可以无须持有外汇储备。

央行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将进一步
推进汇改，增加汇率弹性，最终目标是汇
率的清洁浮动，也就是自由浮动。谢亚轩
分析，从外汇市场建设、汇率市场化和清
洁浮动的角度看，私人部门应该更多地
持有对外资产，公共部门即央行持有的
外汇储备规模将稳步下降，实现“藏汇于
民”。

长期来看，如果人民币弹性增加，
持有巨量外储的必要性会降低。梁红表
示，更长期地看，中国需增加汇率弹性
以更好地缓冲外部冲击，降低持有巨额
外储的必要性。如果人民币成为中国跨
境资本流动的主要载体，货币错配等风
险可从根本上得到抑制。因此，中国还
应协同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
际化。

管涛表示，目前，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形成朝市场化方向逐渐迈进，逐步实
现人民币汇率的清洁浮动仍是中国继续
坚持的既定目标。眼下众说纷纭的外汇
储备规模问题，也许过两年就不足为
虑。将一部分外汇资源由国家集中持有
转为民间分散持有，反倒是有助于建立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提高外汇资源使用
效率。

1月份我国外汇储备低于3万亿美元，引发市场焦虑——

到底拥有多少外汇储备才够用
本报记者 张 忱

博禄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禄上海”）、博禄贸易（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博禄广州”）的股东决定：博禄上海将吸收

合并博禄广州。吸收合并后博禄上海存续，

博禄广州注销。本次吸收合并后，合并双方

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博禄上海承

继。

请相关的债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 2017

年 2 月 9 日起四十五日内，对是否要求博禄上

海及博禄广州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提

出申请。

上述期限内未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

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任怡华

电 话：021 8023 5045

博禄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博禄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企业吸收合并公告
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7 年 1 月 3～9 日对太湖流

域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进行了水资源质量监测。水质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湖泊营养状况评价
采用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湖库营养状
态评价标准。

一、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
（一）省界河流水质
2017 年 1 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 34 个监测断面，29.4%的断

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
污染，其中Ⅱ类占 2.9%、Ⅲ类占 26.5%、Ⅳ类占 26.5%、Ⅴ类占
29.4%、劣于Ⅴ类占 14.7%。与 2016年同期及上月相比,省界河流
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分别下降了 11.8%和 29.4%。

苏沪边界 6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大小朱厍港珠砂港大桥断面
水质为Ⅲ类，浏河太和大桥和急水港周庄大桥 2 个断面水质为Ⅳ
类，千灯浦千灯浦桥断面水质为Ⅴ类，吴淞江石浦大桥和盐铁塘
新星镇桥 2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边界 14 个河流监测断
面中，芦墟塘陶庄枢纽和南横塘长村桥 2 个断面水质为Ⅲ类，北
横塘栋梁桥、新塍塘圣塘桥、新塍塘洛东大桥和澜溪塘太师桥 4
个断面水质为Ⅳ类，长三港升罗桥、頔塘苏浙交界处、江南运河
北虹大桥、麻溪太平桥、双林港/弯里塘/史家浜双林桥和上塔庙
港乌桥 6 个断面水质为Ⅴ类，斜路港章湾圩公路桥和大德塘思源
大桥 2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浙沪边界 12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
丁栅港丁栅枢纽、坟头港大舜枢纽、惠高泾新风路桥、六里塘六
里塘大桥、俞汇塘俞汇北大桥和范塘和尚泾朱枫公路和尚泾桥 6
个断面水质为Ⅲ类，红旗塘/大蒸塘横港大桥和上海塘/胥浦塘青
阳汇桥 2 个断面水质为Ⅳ类，枫泾塘/秀州塘枫南大桥、蒲泽塘/
清凉港清凉大桥和黄姑塘金丝娘桥 3 个断面水质为Ⅴ类，面杖
港/嘉善塘东海桥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沪边界太浦河金泽
断面水质为Ⅳ类。浙皖边界泗安塘杨桥断面水质为Ⅱ类。

（二）省界湖泊水质
太湖全湖平均水质类别为Ⅴ类，营养状态为中度富营养。

水质分九个湖区按代表面积评价：当月太湖水域 0.2%为Ⅲ类、
14.4%为Ⅳ类、73.9%为Ⅴ类、11.5%为劣于Ⅴ类；64.4%水域为轻
度富营养，35.6%水域为中度富营养。太湖主要水质指标平均浓
度值分别为：高锰酸盐指数 3.94㎎/L、氨氮 0.21㎎/L；太湖营养
状况评价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总磷 0.067㎎/L、总氮 1.87㎎/
L、叶绿素 a29.4㎎/㎥。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太湖水质类别持
平，主要水质指标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和叶绿素 a 浓
度均有所升高；轻度富营养面积有所减小，中度富营养面积有所
增加。

淀山湖水质总体评价为劣于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为轻度
富营养；元荡水质为劣于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为轻度富营养。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2017 年 1 月东南诸河省界水体 10 个监测断面中，8 个断面

水质达到或优于Ⅱ类水标准，2 个断面水质未达到Ⅲ类水标准。
浙皖边界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为Ⅰ类；浙闽边界 9 个河流和水库
监测断面中，S52 寿泰溪大桥、柘泰大桥寿泰溪、柘泰大桥东溪交
汇口下游和南溪水库入库口 4 个断面水质为Ⅰ类，柘泰大桥东溪
交汇口上游、马蹄岙水库坝头和新窑 3 个断面水质为Ⅱ类，庆元
政和交界处和甘歧水库 2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

三、省界缓冲区水质达标评价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对省界缓冲区水质进行达标评价，

本月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共评价省界缓冲区 54个。
太湖流域省界缓冲区 44 个。省界河流缓冲区 41 个，有 10 个

水质达标，达标率为 24.3%。其中苏沪边界 6 个缓冲区，有 1 个水
质达标；苏浙边界 16 个缓冲区，有 2 个水质达标；浙沪边界 18 个
缓冲区，有 6 个水质达标；浙皖边界 1 个缓冲区，水质达标。省界
湖泊缓冲区 3 个，分别为太湖苏浙边界缓冲区、淀山湖苏沪缓冲
区和元荡苏沪边界缓冲区，水质均未达标。

东南诸河省界缓冲区共 10 个，其中安溪浙闽缓冲区和照澜
溪福鼎闽浙缓冲区 2 个缓冲区水质不达标，其余水质均达标，达
标率为 80.0%。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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