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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激战 IPO 业务：今年谁最赚钱？ 谁项目储备最多？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徐蔚

30 亿规模的公司债。
“通过为企业提供上市服务，与
企业建立深厚的信任，这样，企业就

2017 年，IPO 审核和发行的超
快节奏，令各大券商纷纷将投行业

会将内部问题坦诚相告， 投行团队
也能更精准地提供一系列融资服

务作为公司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 IPO 市场高歌猛进的浪潮

务，” 上述投行人士表示，“可以预
见， 争夺到更多 IPO 项目的券商，

中，哪家券商能够凭借保荐业务实
现弯道超车？ 国内投行业座次会发

未来几年或持续高歌猛进。 ”

IPO 雷区高频预警

生哪些变化？
《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整理公
开数据发现，IPO 项目储备充足的
券商，在这一轮的行业洗牌过程中
已取得先发优势。 其中，广发证券、
国金证券等券商，在今年上半年的
保荐业务竞争中表现出色。

IPO 承销费率上升
2017 年，A 股 IPO 审核和发行
节奏可谓“超快”。
证监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年
初至今，证监会共计审核首发企业
197 家。 而在去年同期，这个数据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新股审核
显著提速的同时， 被否企业的数量
也在攀升。 截至 5 月 11 日，29 家企

首发 “最挣
钱” 的依然是广
发证券， 落袋
6.16 亿元， 领先
第二名国信证券
1.24 亿元。 此外，
海通证券、 国金
证券的首发收入
也都超过 4 亿
元。

业已倒在通往 IPO 的路上，涉及 22
家保荐机构， 被否率已超过 10%，
去年全年则是 2.21%。 被否数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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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超过去年全年否决总额。
按保荐机构来看，国金证券、国
泰君安、 海通证券和广发证券各 2
家保荐公司未通过审核。
5 月 10 日， 今创集团 “倒在”
IPO 路的“最后一公里”。 根据公告，
暂缓发行新股， 其保荐机构为中信
建投证券。
此前，两名股民谢勇、谢家勇兄

数据显示，2016 年共有 58 家
保荐机构担任了 248 家公司的 IPO

储备丰富的券商将率先获益。
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体量不同

IPO 储备项目 （包括已受理、 已反
馈、已预披露更新、辅导备案登记）

承销工作，这 248 家公司 IPO 共计
为券商贡献约 82 亿元的承销保荐
收入，其中 22 家券商承销保荐收入
超过 1 亿元。
2017 年，广发证券成为 IPO 业

的券商来说， 分化也将更加明显，
“新股大幅增加，销售能力较弱的投
行可能存在发售困难， 因此好的项
目越来越倾向于大券商。 ”
《国际金融报》记者统计发现，

最多的券商。 广发证券储备项目合
计达到 139 家， 其中已处于辅导备
案登记阶段的就有 79 家。
从 2016 年开始，广发证券 IPO
承销业务就呈爆发式增长， 广发证

务领域最赚钱的券商。
Wind 数据显示， 今年年初至

IPO 排队企业处于正常审核状态的
保荐机构大多为上市券商。 按审核

券投行业务板块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7.38 亿元，同比增长 33%；全年共

外，IPO 承销费率也稳步提高，直接
利好券商的投行收入。 ”

今，广发证券承销的 IPO 融资规模
达 83.52 亿元，行业排名第一；中信
建投、国泰君安、中信证券和中金公

状态看，目前共有 348 个 IPO 项目
处于已反馈状态， 保荐家数前十的
券商份额占比合计约 50%。

完成 16 家 IPO 主承销项目， 行业
排名第二。
安信证券的研究数据显示，预

根据相关统计显示，今年一季
度 IPO 平 均 费 用 率 约 为 6% ， 比

司 IPO 融资规模依次排名 2-5 名。
从单位发行募集资金规模的角

在已反馈的 IPO 承销项目中，由
中信证券担任保荐机构的项目最多，

计广发证券 2017 年可实现投行业
务收入 47.86 亿元。 照此计算，要比

目应该注意 “避雷”，“如果保荐的

2016 年提升了 1 个百分点。
不过，上述研究员指出，费用率

度来讲，中信证券每家 IPO 项目平
均发行募集资金 9 亿元， 行业排名

共计 34 家。 中信证券保荐的 IPO 在
审项目中，包括瑞达期货、华西证券、

2016 年增长 74.8%。
IPO 项目储备的多寡对券商整

IPO 项目连续出现问题， 保荐券商
的业务能力将受到质疑。 像今创集

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券商投行整体议
价能力的提升，而更多是因为“当前

第 1 名。
在 IPO 承销收入方面，广发证

长沙银行、青岛银行、南华期货等备
受市场关注的金融类项目。

体业务而言具备重大意义。
一位投行人士向记者介绍，

团这种涉嫌财务造假的， 如果性质
严重， 中介机构可能还需要负连带

上市企业体量大多偏中小型”。 据
介绍，一般中小型 IPO 项目收费率
会高于大型项目。

券今年实现 6.16 亿元，领先第二名
国信证券 1.24 亿元。 此外，海通证

海通证券、 国金证券和广发证
券同时以 22 家已反馈 IPO 项目并

IPO 项目为投行带来的绝不仅仅是
“一次性”的首发承销收入，“优质的

责任。 但是发行人如果刻意隐瞒，
投行的调查也很难有重大发现。 ”

券、国金证券的 IPO 承销收入也都
超过 4 亿元。

列第二， 招商证券以 20 家紧随其
后。此外，国信证券、中信建投、光大

IPO 项目意味着持续的综合融资需
求。 ”

一家上市券商投行人员向记者
表示， 公司目前挑选项目的逻辑是

谁的项目储备最多？

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和安信证券也
分别以超过 10 家已反馈 IPO 项目

以长江电力（600900.SH）为例，
中信证券为其完成首发后，在 ２０16

“精选项目， 宁缺毋滥”，“强监管需
要我们投行人员更加尽职， 严守职

挤进前十。
值得一提的是， 广发证券是

年担任了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
同年中信证券又参与为公司承销

业道德和规范，承担起资本市场‘看
门人’角色。 ”

到今年的零头，只有 87 家。
另据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5
月 12 日，2017 年 IPO 融资规模达
972 亿， 在社会总融资额中的占比
为 13%，相对去年同期提高 6 个百
分点。
对此，一位券商非银研究员指
出，“除了规模和家数快速提升之

今年谁最赚钱？
2016 年，众多保荐机构在 IPO
业务上斩获颇丰。

IPO 审核提速之际，IPO 项目

弟实名举报今创集团 “带病闯关
IPO”，此外，今创集团的财务报表有
重大造假嫌疑。 今创集团随后表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协
商，出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考虑，决
定暂缓后续发行工作。 中信建投将
认真核查媒体质疑所涉事项。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审核趋严，
做得越多，风险也越大，投行挑选项

新政三个月再融资市场调结构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吴梦迪 徐蔚

接下来可转债可能成为投行的重要

就投资了 190 个定增项目， 认购总

赢利点。
据记者了解， 券商债券承销费

额达 602 亿元。 而在 2017 年，这一
热度依旧未减， 据 Choice 数据，截

再融资规模缩水近三成，配股、
可转债兴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承

率通常在 0.3%－1.5%。 如果按券商
平均 1%的费率计算， 可转债大约

至 2017 年 5 月 12 日，已经有 50 家
基金公司参与定增。

销商也在积极调转方向盘。
新规之后，在定增市场，上市

能为券商行业贡献超过 16.5 亿元
的承销费。

不过定增主题基金今年以来的
业绩表现不温不火， 尤其在证监会

公司定向增发的发行数量和规模
都有所收敛，发行折价率也在不断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可转
债带来的盈利空间目前还比较有

发布再融资新政之后， 定增基金想
要赚钱并不容易。 当前市场上定增

缩窄。 从 2 月 18 日至今，有近百家
上市公司宣布终止非公开发行股

限，“可转债市场总体规模偏低，成
交不够活跃， 虽然今年可转债的规
模有很大提升，但项目依然比定增
少很多”。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发
行门槛较高是可转债市场受限的主
要原因。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需
要满足盈利要求为， 最近三个会计

主题基金表现并不乐观。数据显示，
目前 36 只定增主题基金，仅有 7 只
基金成立以来的净值增长率超过
1%，且其成立时间都是在 2015 年。
表现最差的基金成立以来净值跌幅
已超过 10%。
谈及接下来定增市场的发展，
有做定增的基金人士表示，IPO 的
增多以及新的再融资政策对定增确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
低于 6%， 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
券余额不超过发行前一年末净资产
的 40%。
前述业内人士表示， 也正是因
为发行条件严格， 可转债项目很受
投行欢迎，“发行可转债的公司一般
比较规范，风险小，收费高。 现在有
些企业表达出要发可转债的意愿

实会有影响， 但是定增仍然有其超
额收益。
根据新规， 定价基准日为发
行期首日， 定增市价发行底价为
定 价 基 准 日 前 20 个 交 易 日 均 价
打九折。 有基金公司人士表示，新
规实施后， 实际上并非完全按照
市价发行，考虑到市场波动，在实
际 操 作 过 程 中 ， 定 增 仍 有 5% －

票，其中大多数是在再融资新政之
后，出于自身的考量选择终止定增
的。 定增市场的冷清，直接影响券
商的投行业务，券商再融资规模和
数量明显出现下滑。 Choice 数据显
示，2017 年一季度，仅仅有 39 家券
商承销了 136 个增发项目，募集资
金共计 2370.29 亿元， 同比下滑了
27.49%。

可转债承销行情“紧俏”
再融资除了通过定向增发的方
式进行融资外，还可通过配股、发行
可转换债券等方式在证券市场上进
行的直接融资。 在监管层鼓励、上
市公司推崇之下， 可转债迎来发展
风口。 不少公司选择用转债融资替
代原先的股权融资方案， 承销机构
更是积极参与。
从近期可转债的核准节奏看，
监管层对可转债的审核或正在提
速。 以光大银行为例， 一个半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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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上市券商；华泰联合证券、东吴

有不少客户明确表达了转而发行可

证券和中金公司再融资承销保荐收
入均超过 5000 万元，依次排名 3-5
名。
受市场利率上行和去杠杆政策
影响，券商一季度债券承销实际募
资额惨遭腰斩， 降至 6615.5 亿元，
同比减少 48%。 券商中，中信证券、
招商证券、中信建投实际承销金额
位居前三。 虽然债券承销规模整体

转债的意愿”。
今年以来， 光大证券发行的可
转债规模最大，达到 300 亿元，这也
是 ２０11 年以来发行规模最大的可
转债。 中金公司、高盛高华、光大证
券、大摩华鑫、瑞银证券、中信证券
为其联席主承销商。

兴业证券成黑马

下滑，但是可转债规模实现大幅增

来， 会有三四家券商投行部的人来

15%的折价空间。

从承销数量来看， 可转债承销
最大的“黑马”是兴业证券。 去年一
年兴业证券主承销了 4 只可转债，
而今年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 3 只，
也是目前承销可转债数量最多的券
商。 从发行规模来看，中德证券、广
发证券和中信证券发行规模均超

争做承销商， 这种现象在过去还是
比较少见的”。

时间便拿到了发行的通行证。 而此

长。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券商承销
可转债实际募资达到 473 亿元，已
经超过去年全年可转债发行规模的
一半。
南方一家证券公司的债券部人
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未来
两个季度再融资与 IPO 此消彼长

从 2013 年到 2016 年， 基金参
与定增市场经历了发展的黄金时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基金经理
对记者表示，“如果这个市场是平
稳向上的，上市公司业绩越来越好
的话，股价会涨，会造成定增价格
有一个比较大的差价。 但是在过去
的几年，竞价的结果已经把巨大的
差价抹掉了。 ”该人士指出，“你问

前从审核通过到最终核准发行的时
间一般为 3 个月。
根据 Wind 数据， 截至 5 月 11
日， 中信证券再融资承销保荐收入
9736 万元，国泰君安 8214 万，远超

的态势将会延续，“再融资新规实
际上抑制的是不合理的定增融资需
求，但总体来看，企业的正常融资需
求仍然强烈。 并且，发行可转债等
形式等不受新规限制。 目前，我们

10 亿。
一位券商投行人士向记者表
示， 可转债的发展正在提速，“我们
现在的重点任务之一就包括发掘优

期。 根据 Choice 数据，2016 年，有
79 家公募基金公司参与上市公司
定增，合计投资 979 个项目，累计投
入资金 3117.4 亿元。 而作为业内有
名的“定增王”，财通基金仅 2016 年

对定增投资逻辑会不会有影响，我
觉得会有些影响，但它依然有超额
收益。 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指
数或者组合，天然比市场便宜 10%
或者 15%。 ”

质上市公司，力推可转债。”他预计，

基金参与定增热情不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