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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格申购首只中签概率100%新股来了

科创板迎打新“黄金周”
本报记者 温济聪

理财子公司牌照的含金量

很高，城商行获批筹建理财子

公司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城商

行的资产管理业务得到了监管

认可。除了流动性的定向支持，

给予业务牌照也是监管支持中

小银行发展的举措之一。

杭州银行、宁波银行获批筹建理财子公司——

城商行抢食理财子公司蛋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较5月末上升182亿美元，升幅为0.6%——

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创17个月新高
本报记者 姚 进

中国银行理财子公司已于 7 月 4 日
开业，在这之前，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
交通银行的理财子公司都已陆续开业。
然而，引人关注的，除了上述 4家已开业
的理财子公司，还有两家城市商业银行
获批筹建理财子公司的消息。

7月 1日，杭州银行发布公告称收到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杭银理财有限责
任公司的批复》，成为首家获得监管批复
筹建理财子公司的城商行，出资额为不少
于10亿元人民币。紧接其后，第二天，宁
波银行发布公告显示近日收到银保监会
批复，获准筹建宁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筹建工作完成后，将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
向宁波银保监局提出开业申请。

上述两家城商行获批筹建理财子公
司的消息之所以引发关注，业内人士表
示，一是由于是首次获批的城商行，此前
都是全国性银行；二是两家银行均为浙
江省的城商行，与此前行业里对每个省

仅一家城商行有望在初期获批的预期有
偏差。“两家银行的理财规模均在千亿元
级，净值型产品规模均在500亿元以上，
转型力度较强，客户结构较好，可见未来
这样理财规模较大、转型成果较突出的
中小银行均有望获批。”普益标准研究员
涂敏表示，两家城商行均为浙江省的城
商行，也意味着，首批获批的中小银行，
与其区域无关，而更多的还是考虑其理
财业务实力与转型发展程度。

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杭州
银行存续理财产品规模1932亿元，其中非
保本理财规模为 1875亿元，较年初增加
102 亿元；保本理财余额为 57.10 亿元。
截至2018年末，宁波银行理财产品规模
2594 亿元，增长 7.1%，净值型产品规模
536 亿元。该行非保本理财产品规模
2347.05亿元，比2017年末增加17.7%。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理财子公司
牌照的含金量很高，城商行设立理财子

公司意义重大。“这表明城商行的资产管
理业务得到了监管的认可。”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表示，同时，
这也是监管支持中小银行发展的举措之
一。“对中小银行而言，除了流动性的定
向支持，这种给予业务牌照也是很好的
支持，表明重视中小银行发展有了更具
体的举措。”

不仅如此，有城商行人士表示，城商
行设立理财子公司，可根据需要对公司
的注册地和办公地进行选择，也在一定
程度上能摆脱城商行异地经营的限制。

可以看到的是，部分城商行以及农
商行成立理财子公司的热情都很高，但
要想成立理财子公司还将面临包括人
才、投研能力、IT 技术等多方面的挑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实力还不够的银行
来说，会否出现“抱团取暖”的情况？“理
财子公司可以引入战略投资者，境内可
以跟实力比较强的互联网公司合作，在

金融开放的环境下，境外的合作空间也
很大。从杭州银行的公告中也能看到，
未来其也可能引入战略投资者。”董希淼
表示，但银行与银行之间能否合作发起
成立理财子公司，现在还没有先例，有很
多问题要解决，但也可以探索。比如，是
否可以考虑农信社、农商行由省联社合
作牵头，联合发起设立理财子公司等。

在涂敏看来，暂无实力独立申请筹
建理财子公司的中小银行可考虑合资筹
建，但整体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里面涉
及谁做牵头行、谁主导、资源如何汇集与
分配、渠道如何打通、利益如何分配等问
题。“除非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合资成立
理财子公司将带来诸多难题。”涂敏表
示，在当前情况下，实力略显不足的中小
银行，即使要寻找股东，也主要是寻找非
银金融机构如基金公司或者其他有实力
的国企甚至外资作为合作伙伴，合资成
立并不是各银行首要的选择。

科创板首批公司将于7月22日上市。目前，科创板
股票上市委员会已审议通过31家公司的发行上市申请，
已有25家公司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系科创板首
批挂牌上市公司。剔除已经完成申购的华兴源创、睿创
微纳、天准科技和杭可科技，其余 21只股将于本周内全
部完成网上网下申购，以确保 7 月 22 日上市，这也造就
了本周成为A股首个科创板打新“黄金周”。

本周科创板将迎来首只“巨无霸”——中国通号。7
月 2 日，中国通号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7月10日该股新股网上申
购。值得关注的是，“巨无霸”中国通号，或将成为科创板
首只顶格申购100%中签的新股。中国通号的网上申购
上限为25.2万股，也就是说，持有沪市市值252万元可顶
格申购，获得504个签号，根据当前科创板公司的新股发
行中签率，基本上能保证中1签。

此外还有一些“迷你”新股。如铂力特和安集科技发
行总量分别为2000万股和1327.71万股，网上发行数量
分别为 380 万股和 365.6 万股，单个账户网上申购上限
均为 3500 股。这也意味着，顶格申购这两只新股仅需
3.5万元市值，创下了市值申购新规以来的历史新低。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科创板规则体系基本
齐备，拟上市公司受理审核稳步推进。截至7月4日，已
受理 141家公司提交的发行上市申请，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已审议通过 31 家公司的发行上市申请。涉及上
市交易的相关业务系统均已上线并平稳运行。首批公司
上市前还将对交易系统进行压力测试和业务通关测试。

记者统计发现，本周申购的 21 只新股，行业主要分
布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
业等七大行业领域。“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航空航天等三大行业成为本次发行的主旋律，占 21
只新股中的16只，符合科创板定位。”北京理工大学公司
治理与信息披露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冀表示。

本报北京7月8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通报显示，7月 2日，平安银行和
招商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达成 DR001 为 0.09%
的异常利率交易。经两家银行自查，为交易员操作失误
所致。

据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对平安银行和招商
银行进行通报批评，要求两家机构加强风险控制和内部
管理，并依据《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员管理办法（试行）》，
暂停平安银行和招商银行相关交易员的银行间本币市场
交易员资格1年。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提醒各市场成员严肃交易
纪律，加强内控管理，杜绝此类操作性风险事件，共同维
护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健康平稳运行。

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现“乌龙指”

涉事银行交易员被暂停资格 1 年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
市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与国家税务总
局深圳市税务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时举行了

“央行贸金平台税务备案表业务上链”启动仪式。
根据《协议》，双方主要在推动优化营商环境、信息共

享、监管合作及联合惩戒、加强宣传引导等4个方面展开
合作。《协议》内容主要包括通过央行贸金平台、深圳市智
能政务办公平台实现市场主体金融信息与纳税信息共
享；推进监管合作，实施正面清单联合激励和负面清单联
合惩戒，共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提升监管威慑力，优化
社会市场秩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税收创新发展。

据悉，税务备案表业务上链是一项创新举措，深圳企
业支付外汇后在税务部门备案的信息（即税务备案表），
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即央行贸金平
台）上录入后，该信息将同步与付汇银行、外汇管理部门、
税务部门共享，相关部门则可在平台上实时核实相关信
息，最后完成付汇和监管工作。企业通相关业务办理时
间从过去的至少3天压缩至最短仅3分钟。

深圳税务备案表业务上链
企业通业务办理时间大幅压缩

7 月 8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
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192亿美
元，较 5 月末上升 182 亿美元，升幅为
0.6%。这一新增规模为2018年2月份以
来最大，创17个月新高。

对于造成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
春英表示，6月份，受全球贸易局势、主要
国家央行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
下跌，国际金融市场资产价格上涨。汇率
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外
汇储备规模有所上升。

“汇率折算方面对外汇储备规模增长
的贡献大约在 150 亿美元。我国 3 万亿
美元的储备里有 1 万亿美元左右的非美
货币，美元指数在 6月份跌幅超过 1.5%，
这导致主要非美货币普遍升值，储备中的
非美货币兑美元的账面价值有所增加。”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
家赵庆明说，还有一部分收益来自于债券
价格上涨的影响。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健认为，6 月份外储增加 182 亿美元，
主要原因依然是估值因素。汇率因素对
外储有较大正面贡献，6月份欧元、英镑、
日元对美元均有不同程度升值，粗略估计
汇率估值因素对外储贡献超过 100 亿美
元。债券估值因素对外储也有较大正面
贡献，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由 5 月底
的 2.14%大幅降至 6 月底的 2%，欧元区、
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国债利率都有一定
幅度的下降。总体来看，6月份资本流动
形势整体稳定。

“正逢半年节点，部分储备投资到期
之后的投资收益直接计入储备，增加了我
国外汇储备规模。”招商证券宏观首席分
析师谢亚轩认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

有效调节了外汇市场供求，有利于保持外
汇储备的稳定。

分析人士表示，一方面，外汇储备是
一个国家清偿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外汇
储备增加必然增加我国的国际资信，这
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国内的经济增长，从
而增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外汇储备还
可以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为央行有效干预外汇市场提供更多
的空间。

此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
之下，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依然牢牢地
稳定在 6.9 一线，守住了“7”关口，与我
国 外 汇 储 备 充 足 有 着 不 可 分 割 的 关
系。而外汇市场稳定的情况下，我国经
济 也 将 进 一 步 受 益 ，从 而 形 成 良 性
循环。

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是怎样
的？赵庆明认为，未来外汇储备将稳定在

3.1 万亿美元左右，保持小幅增长或小幅
下降的态势。“央行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
的行为或量非常小，基本没有了。所以影
响就是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这两个
方面，正面的贡献或是缩水幅度都不会太
大。”

“今年以来，在外部环境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有所增加的情况下，我国经
济总体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外汇市
场供求基本平衡，主要渠道跨境资金
流动呈现积极变化，外汇储备规模稳
中有升。”王春英说，往前看，国际经济
金融形势仍然错综复杂，但我国将持
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落实全
方位对外开放举措，经济增长的韧性
和可持续性将进一步增强。这些都会
为我国外汇市场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从而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提
供坚实基础。

金 融 助 力 产 业 扶 贫

7月8日，江西省抚州银保监分局南丰办事处人员会

同南丰县九江银行工作人员在南丰县桑田镇美孙甲鱼养

殖扶贫基地，向贫困户宣传“农资贷”免息贷款政策。近

年来，当地通过贴息、低息、免息等多种农业贷款方式，帮

助和支持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 聂 威摄（中经视觉）

根据业务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法》和《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赉店

支行”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鹤壁监

管分局批准更址，现予以公告。

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赉店支行

机构编码：B0557S341060014

许可证流水号：00584636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7日

住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卫河路216号

邮政编码：458030

电话：0392-3881017

发证日期：2019年4月15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鹤壁监管分局公告

（2019年第2号）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债权转让公告清单（截止至2019年4月30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深圳市中技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深圳市国桓有
限公司

深圳市顺兴龙
粮食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 押 + 质
押+保证

抵 押 + 质
押+保证

金额（单位：万元）
本金

29329.59

6968.54

16860

53158.13

利息

30224.07

4128.99

14776.65

49129.71

合计

59553.66

11097.53

31636.65

102287.84

担保情况

1.长春市南关区西五马路10号永春商城负一层至三层中
的72,865.55㎡房产抵押；

2.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1612、1622号二层商场提供抵
押担保；

3.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
司、北京国泰恒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清波提供保证担保。

1.宜春德源欣茂铝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宜春市经济开发区
3块土地和8套厂房抵押；

2.杨超、余太洋分别持有宜春德源欣茂铝业有限公司的60％
及40％股权质押；

3.江西德源欣茂铜业有限公司、宜春德源欣茂铝业有限公
司、郑树磷、杨先彩、杨丽辉提供保证担保。

1.北镇市恒信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非标准仓单质押（共
有4张仓单，对应仓库7间，仓库号为6、7、8、9、12、13、14，仓储
物为玉米，合计12.7万吨）；

2.彭建设、深圳市顺昌龙商砼服务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
彭建省、北镇市恒信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孙永
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深圳市顺昌龙商砼服务有限公司混凝土泵车抵押。

备注

其 他 债
权 89.35
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9年7月9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