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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审核未放松 定增进入量价舒适区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吴梦迪

财通基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随着政策变迁，基金公司参与

记者 ｜ 杨月萦

再融资也早已不限于传统定增范
随着 A 股市场制度建设的不

围， 而是谋求在更广义的范围内
形成闭环，创造新的核心竞争力，

断完善， 监管政策的变化也在推动
着融资市场变化。 从去年下半年开

打造多元化再融资的解决方案。
财通基金人士表示， 近年来密切

始，IPO 加快、监管趋严，并购重组
市场一度遇冷。 然而，进入 2017 年

关注、重点孵化可转债及可交债、
新三板、并购基金等产品。 而即使

新的定增市

下半年， 此前压抑许久的定增市场
似乎迎来了拐点，截至 7 月 31 日，7
月有 20 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
过会。
同时， 监管层对并购重组的审
核并未放松。 8 月 4 日，证监会发布
消息称， 证监会依法对上市公司及
相关方在业绩承诺作出及履行过程
中的信息披露进行监管。 证券交易

是在传统的定增业务领域， 公司

场生态下， 定增
挑细选， 确立相

仍在不断丰富对各类投资策略、
金融衍生工具的组合运用， 重点
满足各类型投资需求， 努力创造
长期投资价值。

应的投资 “准

对于未来再融资市场的发展，
财通基金人士回复称， 随着中国从

投资更加需要精

绳”。

债权市场到股权市场的转换， 近两
年国内股权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

所充分发挥一线监管职责， 开展靶
向问询， 督促上市公司充分披露业

除了 IPO 外，针对已上市企业的再
融资业务也占据了重要地位。 再融
资的概念是很宽泛的， 除了定向增
发，还包含多元化的各种金融工具。

绩承诺安排及履行情况。 在并购重
组审核中也对业绩承诺严把质量
关，重点关注其是否明确可行，是否

东方 ＩＣ 图

严格遵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则。 同时，对一
些并购重组实施后， 承诺完成比例
低、媒体质疑较大的上市公司，证监
会开展专项检查， 及时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

场将更加偏向价值， 更加重视基本
面，过去‘炒壳’、‘炒差’等高赔率的
投资逻辑将受到较大冲击。 因此，
我们在定增标的选择上， 将更青睐
具有内生增长能力、真正谋求战略

规和减持新规之前， 定增投资的核
心逻辑之一是通过一定的折价率获
得上市公司的股份持有一年， 这种
类似打折买股票的行为得到投资者
的认可， 在定增新规与减持新规出

而从机构参与定增的角度来
看，截至 7 月底，Choice 数据统计显

转型的上市公司。 ”
其次是定增参与者变了。 “投

台之后， 定增投资的折价空间会收
缩，另外持有周期延长，其间折价率

精挑细选寻找安全垫
财通基金认为， 新的定增市场
生态下， 定增投资更加需要精挑细
选，确立相应的投资“准绳”。
“在标的选择上，首先向价值型
的行业龙头聚焦， 这部分标的契合

随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纵深化，
上市公司多元化融资方案兴起，懂
投行语言的资金——
—具备上下游资
源整合能力， 布局上市公司一体化
融资服务的资产管理机构将拥有更
大的话语权，会脱颖而出。
九泰基金表示，未来定增将演
变为真正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
念将得到重视。 “由于定增投资周

示， 财通基金一共参与了 125 个定
增项目，北信瑞丰基金、九泰基金紧
随其后，分别参与了 29 个、19 个定

前并购重组市场已经回暖。 鲁盛告
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虽然过去整

机性强、 实力较弱的投资机构被淘
汰出局；主动管理经验丰富、擅长产
业投资逻辑与基本面研究的资深机

对流动性的补偿机制得到破坏，新
环境下的定增投资需要更强的逻辑
支撑。 ”

增项目。
财通基金告诉《国际金融报》记

整一年对于并购重组并没有明显的
放松趋势， 但是从今年 6、7 月份数

构强者恒强。 ” 财通基金相关负责
人表示。

对于优秀的投资标的， 基金公
司也是蜂拥而上。

当前整体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其
次是选择核心资产优质的标的，在
有些龙头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行
业， 评判其核心资产是否优质非常

者，“的确如此， 近期上市公司定增
项目过会的数量环比增加， 审批提

据来看， 并购重组上会的次数明显
加快；从政策层面上看，监管层对并

最后是定增市场生态变了。 财
通基金指出，“随着定增市场降温，

近日，今年最大的定增项目，洛
阳钼业定增刚刚落地， 成功募集

重要；第三是选择主业纯粹的标的，
有些商誉膨胀、 经营具有很大不确

为 1.5 年至 2 年， 在新规下较难满
足投资退出期的要求。 预计现有参

速，向市场中释放了积极信号。 ‘527
减持新政’以来，一级半市场回归理

购重组肯定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项目供需趋于平衡，建仓迎来‘量价
舒适期’。 以财通基金中标的定增

180 亿元资金， 定增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该定增创下今年最大定增规

定性、 偏爱跨界并购等外延式发展
的上市公司，外界如果很难看懂其

与主体将发生较大变化，长期资本
由于其资金属性将成为未来定增

期明显变长， 定增投资完成投资、
持有、退出将至少需要 2.5 年时间，
如果投资期适当放宽延长，则整个
投资、退出期将长达 3 年以上。 目
前，市场上定增资管产品的期限多

性，投机热钱退场，建仓进入‘量价
舒适期’。 随着产业资本、地方金控

建仓迎来“量价舒适期”

项目为例，自 5 月 27 日以来公司中
标项目平均折扣在 85 折左右，截至

模纪录。
中标洛阳钼业的 7 家公募基金

中的逻辑，自然就少参与为妙；第四
是选择业绩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持续

投资的主力军，长期投资、价值投
资理念也将获得越来越多投资机

平台等资金进入， 使得定增价值投
资更具基本面内涵， 具有期限优势

在再融资新规和 “527 减持新
规”出台后，定增市场发生了明显的

7 月 21 日中标项目浮盈近 33%。 ”
九泰基金告诉《国际金融报》记

公司，北信瑞丰、建信、博时、红土创
新、泰达宏利、民生加银和信诚均榜

性的标的。 由于定增资金的参与周
期整体拉长， 选择绩优标的可以提

构的认可。 一些具备扎实投研能
力、着眼于长期投资的机构将引领

的长期资金进入黄金布局期。 ”
在中青国融 CEO 鲁盛看来，当

变化。 财通基金告诉记者，“首先是
定增逻辑变了，新规出台后，A 股市

者，从投资角度来讲，变化最大的是
定增投资的核心逻辑。 “再融资新

上有名。 截至 8 月 4 日， 机构参与
洛阳钼业定增已经浮盈 83.51%。

供相应的安全垫。 ” 财通基金人士
表示。

未来定增投资市场。 ”九泰基金相
关人士称。

“东方红资产管理投教专栏”

多家基金公司股东易主 股权变动原因多样

尊重周期的规律
国际金融报记者 ｜ 杨月萦

宝兴业的几大独有优势：宝武集团

一控’的限制。 ”

让给上海利得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事物的基本周期越重视。 ” 在霍华
德·马克斯发表的最新备忘录中，这

今年以来， 基金公司股权变动
频频。

提供的品牌和资源支持、能力出众
的管理层、完善的业务线，以及华
宝宝康消费品、华宝添益等明星产
品。

所谓“一参一控”，是指《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中“一家
机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数量不得
超过 2 家， 其中控股基金管理公司

司。伴随着股东变动，西部利得不得
不更名改姓 （原名为纽银梅隆西部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位投资大师再次提到了尊重周期的
重要性。

仅在刚刚过去的 7 月， 就有华
宝兴业基金、太平基金、中欧基金等

Wind 数据显示， 自 2003 年公
司成立以来，华宝兴业基金的管理

的数量不得超过 1 家”的要求，而国
泰君安已经控股了华安基金。

股权变更带来成长性

首先，不要试图打破“周期性特
征”。 每一个不同的经济体，会有自

多家基金公司的股权发生变动。 不
仅如此，证监会发布的《基金机构行

规模一直稳步提升， 截至二季度
末， 其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已高达

作为国内首家获批的中外合资
基金管理公司， 国联安基金原先的

身的一些固有特征， 但这不会影响
最为根本的“经济运行规律”。其次，
当别人忘记第一条时， 某些最大的
盈亏机会就会到来。 霍华德认为，
在良性市场的环境，审慎投资带来

政许可申请受理及审核情况公示》
显示，截至 7 月 28 日，仍有浙商基
金、圆信永丰基金、华夏基金等 19
家基金公司的股权变动申请正在等
候监管审批。
为何会出现基金公司股东集中
变更的情况？ 股权易主又会给一家
基金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225 亿元，在 119 家基金公司中排
名第 22 位， 仅华宝添益一只产品
的规模就高达 867.88 亿元。
对于未来与华宝兴业的合作，
新晋股东有何打算？ “未来的华宝
兴业，将继续秉承基金持有人利益
至上的经营原则，致力于打造以多
元化产品为平台的资产管理公
司。 ”周朗告诉记者，作为股东，华

股东分别是国泰君安证券和德国安
联集团。 截至二季度末， 国联安的
资产管理规模仅有 213.22 亿元，在
100 余家基金公司中排名 69 位。

基金公司的股权变更会带来什
么影响？
“还是要看（股权变化）对基金
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有没有影响。”
北京一位基金分析师向记者表示，
如果控股股东的变更带来公司经营
思路和高管团队的变动， 特别是决
策层和核心投研人员的调整， 可能
会对基金公司影响较大。
7 月 17 日，证监会批复了中欧

外方股东变动
在诸多股权变动案例中， 近期
最受业内关注的就是华宝兴业基金
的外方股东变更。
证监会批复核准华宝兴业基金
变更股权的申请报告，核准法国领先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有华宝兴
业基金 49%的股权转让给美国华平
投 资 集 团 （Warburg Pincus Asset
Management， L . P）。

平投资“一是在投研模式上可以与
华宝兴业互相学习；二是可以在华
宝兴业开发和拓展新的产品和模式
如 ETP 等方面提供资源；三是帮华
宝兴业提升其品牌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四是对于华宝兴业如何丰富产
品形态、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可以
给予帮助与建议。 ”
华宝兴业亦表示，华平入驻后，
有望给公司带来积极变化，如拓宽
业务领域、完善激励机制、推进公司

此次转让完成后， 华宝兴业基
金将由华宝信托与华平投资集团联

投资研究的深度，进一步夯实投资
主业基础，打开公司销售新局面等。

合控股，分别持有公司股权的 51%
和 49%，而华宝信托则是宝钢集团
控股的子公司。

易主图谋布局

据了解， 华平投资集团是一家
老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华平投资集团合伙人周朗向
《国际金融报》记者独家表示，此次
选择华宝兴业基金作为投资标的，
是基于集团战略投资中国资产管
理行业的布局，不仅认可华宝兴业
的行业地位与平台价值，更看好华

“我在投资界的时间越长，我对

理想的表现； 导致投资者自信心膨
胀，开始变得掉以轻心；进而导致在
大市逆转时表现得差强人意。因此，
经验丰富的投资者能够理性认识周
期的持续性， 并帮助作出正确的投
资决策，即使面对一个以“周期已中
断”为基础而建立的交易时，也可以
合理规避风险，作出正确的决策。此
外， 正确认识价格与价值的内在关
系，在周期低谷买入“行业中的龙头
企业”， 并且确定足够的 “安全价
格”。
不同的经济周期， 市场的变化
不同， 因为在当前市场尚未充分发
挥有效性前提下， 长期投资能够发
挥周期的作用， 帮助投资者作出正
确的判断。坚持长期投资，意味着放
长投资时间的同时， 尊重周期变化
规律， 克服市场短期波动下滑带来
的心理震荡， 从而能够在合理的估
值前提下择时买入并坚定持有优质
标的。
尊重周期，胜在长期。经历多年
价值投资实践， 东方红资产管理始
终尊重周期的规律， 在擅长的领域
精选优秀的企业，寻找长期的资金，
努力为投资者实现长期复合回报。
·
CIS·

回报或是主因
7 月 19 日，泰信基金的控股股
东山东国际信托将其所持 45%股
权全部挂牌转让。 一位接近泰信基
金的人士向记者分析称：“全部出
清，显然是退意已决了。 ”
作为第一家 “信托系” 基金公
司， 泰信基金的规模和业绩远逊天
弘基金、汇丰晋信基金等后来者，去
年为股东创造的利润仅为 78.67 万
元。 上述人士表示，“山东信托正在
冲关 IPO， 可能也不希望有太重的

基金的股权变更申请， 原第一大股
东意大利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的中欧基金 10%股权转让
给董事长窦玉明等 11 人。
作为业内首家实施事业部制改
革的基金公司， 中欧基金管理层自
2015 年开始，已通过上海睦亿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持有公司 20%的股

业绩负担。 ”
此前， 华夏基金的股权变动也
引起过关注。 外资股东加拿大鲍尔
公司增持华夏基金股权， 旗下公司
Mackenzie Financial 分别通过两项
收购交易， 总计持股华夏基金比例
将达到 13.9%。

权；此次变更后，窦玉明等管理团队
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已达 30%，超
过了意大利联合银行目前 25%的
股权占比。
7 月 20 日，太平基金增资申请
获批， 其控股股东太平资产出资
3.32 亿 元 将 所 持 股 份 提 高 到 了
83%， 这是太平资产在去年对太平
基金完成收购后进行的第二次增

8 月 2 日，保监会公告称，同意
太平洋资管收购国联安基金 51%
的股权。

业内人士表示， 外方股东的进
入和增持主要发生在盈利回报较好
的基金公司。 华夏等基金公司为股

资。 而太平基金原名 “中原英石基
金”， 其规模在 2015 年末还不足 1
亿元，但被太平资产收购后，一年内

国泰君安表示，出清国联安是
为了“整合公司业务资源、优化公司
资产管理业务布局”。 不过，一位接
近国泰君安证券的人士告诉《国际
金融报》记者，“主要还是因为‘一参

东创造的价值十分可观。
但此前连年亏损的西部利得，
却遭遇外资股东抛弃： 纽约银行梅
隆资产管理国际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西部利得 49%的股权悉数折价转

完成了从零到百亿的突破。 截至今
年二季度末， 其资管规模已经冲到
了 166.78 亿元。
对基金公司而言， 其成长步伐
与股东变更有着极高的相关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