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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亮眼
常熟银行股价缘何遭“腰斩”？
国际金融报记者 ｜ 陈圣洁

常熟银行的 7.65 亿股首发原股东

银行股禁不起限售股的冲击， 还要

限售股解禁, 解禁的首发限售股占
到总股本的 34.2%。 该消息一出，其

归咎于中国股市独特的发行制度，
那就是首发比例偏低。 按照证券法

“我怀疑买了个假银行股。 ”股
民王昆（化名）在股吧中这样写道。

股价就“应声而跌”。
“限售股解禁后，大跌是正常现

规 定 ，4 亿 股 以 上 发 行 流 通 股 占
10%，4 亿股以下占 25%，所以尽管

王昆， 一位股龄 2 年的股民，10 月

象。 ” 该董秘向记者强调：“不止是

总市值庞大， 但是流通市值很小。

买入常熟银行的股票，至今还未“解
套”。

我们银行，别的银行也一样，甚至跌
得比我们还惨。 ”

在这种情况下，限售股一旦大量解
禁，原始股东开始抛售，就会对股价

Wind 数据显示， 自今年 5 月
10 日常熟银行股价达到 15.8 元的

记者注意到， 目前已经部分解
禁的次新银行股，如江阴银行、无锡

造成很大的冲击。

顶点后，股价就一路狂跌，虽然中间

银行、 吴江银行确实无一能逃脱大

有所回调，但迄今为止，近半年来该
股跌幅已逾 50%，不少股民也因此
被深深“套牢”。

跌的魔咒。 但限售股解禁一定会导
致股价大跌吗？
某私募分析人士告诉 《国际金

呢？

对于该银行股价的大幅下跌，
多位分析师指出， 其股价下跌与限

融报》记者，一般来说，限售股解禁
不会导致股价大跌，只会在短期内

其实， 作为去年以来江苏省新
上市的五家银行之一， 常熟银行的

售股解禁，估值回归有关。

给股价带来压力。
既然如此， 常熟银行的股价又

经营业绩表现可谓相当亮眼。
最新的三季报显示， 截至报告

为何惨遭“腰斩”？ 对此，多位分析
师都表示，估值偏高或为元凶。 相

期末，常熟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36.19

在不少股民的印象中， 银行股
都是比较平稳， 不会大涨大跌。 但

对于大盘银行股、 港股银行股的低
估值，A 股上市次新银行股的市盈

润 8.94 亿元，同比增长 15.29%。 去
年，该行全年营业收入 44.75 亿元，

是近年来，包括常熟银行在内的次
新银行股却打破了这种固有印象。

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这些次新
农商行价值被高估， 而基本面却无
法支撑其高溢价， 随着大量老股的
流通，次新农商行股价开始下跌，但

同比增长 28.16%，净利润 10.41 亿

总体股价将逐步向其价值回归。
“成长性预期也是很重要的因
素。 ”一位银行业人士在接受《国际
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少首发

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速在
25 家 银 行 中 为 最 快 ， 增 长 了

限售股的持有者都是银行员工，对
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更加了解银行

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 三季
度末为 1.23% ， 较 上 半 年 下 降 了

的经营状况。 如果不看好该行的未
来进行股票抛售， 也会造成股价的

0.06% ， 较 去 年 底 的 1.4% 下 降 了
0.17%。

下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

有分析人士表示， 亮丽的业绩
或能支撑未来走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快

股价半年狂跌逾 50%

据记者了解，常熟银行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挂牌， 发行价为 4.28
元。 上市之后，6 个涨停开板，中间
有所回调，到当年 11 月 11 日，股价
攀升至阶段性顶点 14.2 元，到今年
5 月 10 日，股价创下上市以来的最
高点，达到 15.8 元，相较发行价，涨
幅达到 2.69 倍。
然而， 就在 5 月 10 日之后，常
熟银行的股价遭遇“滑铁卢”，开启
“狂跌”模式。 11 月 10 日，常熟银行
股价为 7.57 元，创下上市以来的最
低价，半年最高跌幅达 52.08%。
对于股价的大幅下跌， 常熟银

究中心研究员游春则对 《国际金融
报》记者坦言，“综合多种因素，对于

行董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这些持有首发限售股的股东来说，

股价下跌与限售股解禁有关。
据记者了解， 今年 10 月 9 日,

高位套现才是理性的选择。 ”
游春还指出， 常熟银行等次新

快速扩张隐现后遗症
连跌之后， 何时才能止跌回升

亿元，同比增长 11.37%；同期净利

元，同比增长 7.71%。 此外，常熟银
行在中间业务方面的表现也尤为突
出。 据统计，2017 年前三季度，常熟

41.77%。
从监管指标看，今年以来，常熟

速扩张的背后， 常熟银行也留下了
一些后遗症，如诉讼案件多发。
常熟银行的半年报显示， 今年
上半年， 常熟银行新增该行作为原

告且尚未了结的诉讼 654 笔， 涉及

对于这些诉讼案件， 常熟银行

刚满一个月，行长秦卫明辞去职务。

对象 582 户， 金额合计 7.68 亿元。
其中，单户诉讼金额 1000 万元以上

董秘对记者解释称，“我们这样的农
商行本来就贷款分散， 多为小微贷

一周之后， 副行长王玮也递交了书
面辞呈。 今年 4 月，常熟银行换届，

的 12 户， 共 24 笔， 合计金额约为
2.1 亿元。 上半年新增的诉讼案金

款，诉讼多也正常，是正常现象，并
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

10 位高层职务变动，由江苏省联社
提名的两位高管被董事会否决。 对

额超过今年上半年净利润 5.71 亿
元，去年的诉讼案金额与去年全年
净利润 10.41 亿元仅差 1.75 亿元。

另外，上市之后，常熟银行高管
的频繁变动也引发了不少的关注。
2016 年 11 月 7 日， 常熟银行上市

此，常熟银行董秘表示，高管离任是
因为年龄原因或者正常工作调动，
也属正常。

房租贷惹争议：及时雨 or 隐藏坑？
国际金融报记者 ｜ 陈圣洁

资者利用。 “过去租赁涨幅远远低
于房价涨幅，原因是没法用杠杆，如
果租房都要贷款，都有杠杆，那么未
来租金很可能会出现大涨”。

的贷款也存在套现的可能性。”张大
伟称。
具体的套现思路很简单：
假设 A 某买房首付缺钱，而 A
某的朋友 B 某正好有房，A 某即可

近日， 建设银行深圳分行携手
招商、华润、万科等 11 家房地产企

存在套现可能

业“放大招”，推出 5000 余套长租房
源， 并发布首款个人住房租赁贷款

更令人担忧的是， 租房贷存在
的套现空间。
租房贷类似于当前的各类消费
贷，即其本身是很普通的一类贷款，
贷款金额直接划入交易方的账户。
此外，其贷款的金额也可能较大。
而近年来， 消费贷违规进入楼
市现象普遍，遭到监管严打，那租房
贷是否也存在套现可能， 演变成新
版“首付贷”？

通过与 B 某签订租赁合同成功套
现。最高额度 100 万元，虽然不容易
获得，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还
是可以做到的。

租售同权刚喊起来，一向“嗅觉
灵敏”的银行便闻风而动。

—“按居贷”，对符合条件、有
产品——
长租需求的个人发放， 用于一次性
支付租金等租房相关费用。
作为一款带有“普惠”性质的贷
款产品， 这款贷款产品的门槛并不
高。 建行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只
需要达到以下三个条件就可申请贷
款：
（1）月平均收入高于 5000 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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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认可的客户；
（2）境内居民最近须有连续 3
期及以上缴存社保或公积金记录，
境外人士最近有 6 个月以上深圳居
住证明；
（3）个人信用记录良好。
在贷款额度方面， 按居贷的信
用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个人年收入
的 2 倍， 保证贷款则不超过个人年
收入的 3 倍，额度最高达 100 万元，
贷款额度期限最长可达 10 年。

对于这个问题， 业内外观点看
法呈两极分化：
乐观者认为， 租房贷款是无房
者的及时雨， 将减小无房者的租房
压力。
如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
研究员李宇嘉就在近日撰文指出，
租赁贷款一方面满足了租客一次性
支付租金的融资需求， 借助银行金
融手段获得长期居住权； 另一方面
租客可以借助一次性付款方式，从

用。 更重要的是， 后续租赁市场在
租售同权等方面若有创新， 那么自
然会有较大的意义，对抑制房价也
是有积极作用的。
而悲观者却认为， 租房贷其实
是个“隐藏坑”，是房屋租赁市场的
“校园贷”。 “连租房也要贷款，能还
得起贷款吗？ ”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在
接受 《国际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直
言：“现在银行推动的租房贷款主要

“低门槛，高额度”，建行方面表
示，“按居贷” 业务意在通过银行信
用稳定租赁关系， 为百姓租住安居
提供保障。 但不少人却对此表示疑
惑：租房都要加杠杆，这类人能还得
起贷款吗？

租房贷引争议

房东处获取房租折扣， 降低租赁成
本，锁定未来较长时间内的租金水
平。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在接受 《国际金融报》记
者采访时也表示，此类贷款也使个
人在大城市租房的承受能力更强。
由于大城市房租比较贵，尤其是对

针对的是开发商的长租房源变现，
这种业务有利于银行和房地产开发
商， 但对于租户来说却没有任何好
处。 ”
张大伟表示，目前为止，很多企
业与银行开始介入租赁市场， 提供
了信贷工具、押金信用，与租赁房源
升级。 这种资金进入租赁市场，并

一个人租不起房子， 有可能去
贷款租房吗？ 租金本身就是按月支
付的， 付不起房租你如何支付房租
加利息？ 这样的贷款有必要吗？

于一些高学历人才来说，租房的成
本也会影响其在大城市发展的质
量。
严跃进预计， 随着租赁需求释
放， 对购房市场也有很大的分流作

不能改变租赁市场供需。 特别是银
行提供的贷款服务， 虽然是针对部
分开发商提供的长租房源， 但租赁
消费是属于时间消费，居住是基本
生存需求，如果租房都选择贷款，那

么不仅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 也不
利于房地产的理性消费。
张大伟进一步分析， 租赁贷款
变相给了租赁加杠杆的机会和概
率，要是能贷款，那么租赁就会被投

对此，张大伟强调，租房贷肯定

“要‘如何确定这些房源真是出
租了’这一问题值得商榷。 ”张大伟
坦言。
严跃进也表示， 房租贷其实也
是一种特殊的消费贷， 确实存在套
现的可能。 因此当前对于此类贷款
需要进行积极管制， 尤其是在贷款
方面需要进行审核。 后续对于违规
使用此类贷款的用户， 比如说挪作

会出现套现现象。
“这种房租贷款，现在是和开发
商合作，如果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
个人房源也能贷款， 那么必然会有
人用来套现。 另外， 和开发商合作

购房用， 则要取消此类贷款资格和
收回此类贷款。
此外，严跃进还提出，对于挪用
租赁贷款资金而去炒房等现象，后
续应该要有黑名单制度。

品质升级 斯柯达 2018 款 RAPID 家族上市
近日， 斯柯达 2018 款 RAPID
家族升级上市。 此次上市的 2018
款昕锐与 2018 款昕动在外观、内
饰、配置上均有焕新，将为消费者带
来更具动感活力的用车体验。
2018 款昕锐提供 1.4L 和 1.6L
两种动力选择， 匹配 5 挡手动变速

此次上市的 2018 款昕动搭载
1.4L、1.6L 和 TSI 230 三款发动机，
搭配 5 挡手动变速箱、6 挡自动变
速箱和 7 挡双离合变速箱，结合不
同 配 置 共 推 出 7 款 车 型 ，6.99 万
元-11.99 万元。 升级后的 2018 款
昕动也有多项设计优化，整体视觉

RAPID 家族自推出以来就颇
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凭借各具特色
的造型与出众的实力，昕锐、昕动也
分别在同级三厢车与两厢车的细分
市场中赢得青睐。 此次双车同步焕
新，增强了 RAPID 家族的市场竞争
力， 让用户享受到更加精致并富有

箱和 6 挡自动变速箱， 此次结合不
同配置共推出 5 款车型，官方指导

效果更加动感时尚。

品质感的驾乘体验。

价格为 7.69 万元-10.59 万元。 升级
后的 2018 款昕锐拥有极简主义设
计、舒适实用驾乘与人性细致关怀，
将进一步强化其在年轻消费群体中
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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