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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债——本期新发 25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644.00 亿元，债券规
模环比下降 31.45%，以私募发行为主，主体级别均在 AA+及以上。

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二、本期行业要闻




债市波动—5 月，证券公司债券市场无较大波动。
债务到期情况——5 月，大公评级证券行业到期债券分别为中信证
券“18 中信 CP002”和“17 银河 F7”
。

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四、报告声明

行 业


行业数据——5 月以来，沪深 300 指数整体有所回升，但有所波动；
环比下降 6.59%，同比上升 4.67%；两融余额规模保持稳定；股权
融资规模环比、同比均有所下降，债券融资规模环比、同比均上升。



立、收购、参股经营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监测周期

【点评】近年来，境外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增长较快，服务
境内企业和居民跨境投融资和资产管理的能力有所提高，积
累了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初步经验。但同时，也暴露管控、合
规等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稿》有助于依法有序推动证券
基金经营机构走出去，切实加强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对境外机
构的管理。

2018.05.01-2018.05.31

作

者

行业政策——证监会就《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设

企 业


评级调整——华西证券。

大公证券行业小组



债务违约——无。

负责人：

牟小兰



企业新闻——国信证券及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成 员：

熊海帆、韩继辉、
祁浩杨

联系电话： 01051087768

政处罚实现告知书》；联储证券被曝存在多项信息安全漏洞，深圳
证监局公布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天风证券
IPO 顺利过会；江海证券深陷股权旋涡；西部证券董事长刘建武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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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新发 25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644.00 亿元，以私募发行为主，主体级别均在 AA+
及以上；发行人主体评级 AAA 的共 17 家，主体评级 AA+共 4 家；有债项评级的 16 只
债券中，其中，8 只债项级别为 AAA，5 只债项级别为 AA+，4 只短期公司债券和 3 只
短期融资债券债项级别均为 A-1。本期新发债券规模环比下降 31.45%，降幅较大。
本期新发 25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644.0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包括证券公司债券、证
券公司次级债券、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本期发债企业主要包括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河证券有限公司等。本期新发债券
数量环比下降，新发债规模环比下降 31.45%，增加 295.5 亿元。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证券

644.00

25

发行种类
证券公司债券、证券公司次级债券、证券公司短
期公司债、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债市波动
5 月，证券公司债券市场无较大波动。

（三）债务到期情况
5 月，大公评级证券行业到期债券分别为中信证券“18 中信 CP002”和“17 银河 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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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情况
（一）行业数据
图 1 证券行业主要指标
沪深300综合指数

沪深股市日均成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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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5 月以来，证券市场沪深 300 综合指数整体有所回升，但有所波动，5 月末，沪深 300
综合指数为 3,802.38 点，较 4 月末 3,756.88 点下降了 45.50 个点。
股票日均成交额方面，5 月，沪深两市日均股票成交为 4,254.93 亿元，环比下降 6.59%，
同比上升 4.67%。
融资融券方面，两融余额规模保持稳定，截至 2018 年 5 月末，两融余额为 9,891.77
亿元，环比上升 0.52%，同比增长 13.75%。
股权与债券融资方面，5 月，我国权益市场融资规模合计为 440.86 亿元，环比继续
下降 39.85%，同比下降 26.22%，其中 IPO 募集资金仅为 57.69 亿元。债券融资方面，5
月债券发行规模为 37,617.94 亿元，环比上升 1.36%，同比上升 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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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政策
要闻 1：证监会就《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设立、收购、参股经营
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1、2018 年 5 月 4 日，中国证监会就起草的《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外
设立、收购、参股经营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证监会发布《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设立机构的规定》
（证监会公
告〔2008〕12 号）
，2009 年、2011 年证监会机构部发布相关文件，规范证券公司境外设
立、收购、参股经营机构。上述文件明确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证券
基金经营机构”
）在境外设立、收购或者参股经营机构的条件及程序。证监会将根据此次
公开征求意见情况，认真研究各方反馈意见，进一步完善《管理办法》后尽快发布实施。
（资料来源：证监会官网）

【点评】近年来，境外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增长较快，服务境内企业和居民
跨境投融资和资产管理的能力有所提高，积累了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初步经验。但
同时，也暴露管控、合规等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稿》有助于依法有序推动证
券基金经营机构走出去，切实加强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对境外机构的管理。
要闻 2：上市券商 2017 年度拟分红 285 亿
随着年报披露季落幕，上市券商分红方案均已出炉。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除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正在推进定增计划而决定暂不分红外，29 家上市券商已全部公
布年度分红预案。据统计，2017 年 29 家上市券商实现净利润约 822.66 亿元，合计将派
现 285.15 元，平均分红率为 34.7%。29 家公布年度分红预案的券商中，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方案已实施完毕，分别分红 0.68 亿元和 4.5 亿元，
其他券商的分红方案也正在实施中。从每股派息数额看，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每股现金分
红最多，均为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2017 年年报显示，上述 3 家上市
券商去年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均稳居行业前列。其中，中信证券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33 亿元，现金分红总额达 48.5 亿元，排名第一。
（资料来源: 中国
证券报）

【点评】虽近年来证券市场行情有所波动，对证券公司的营收有所影响，但
总体来看，证券行业盈利能力仍然较高，券商行业的分红率在所有行业中保持稳
定且较高。
要闻 3：IPO 通过率“低空飞行”，海通证券等九投行今年“零过会”
5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 2018 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证监会将继续
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在坚持质量第一和市场稳定运行的前提下，保持新股
发行常态化。
但在严监管，严审核下，券商投行业务承受较大压力。2018 年以来，开源证券仅有
的 1 个上会项目惨遭被否。此外，中泰证券、第一创业、天风证券、海通证券等 8 家券
商的被否率达到了 100%。
在审核数量方面，2018 年以来中信证券以 11 家稳居榜首，中信建投和招商证券各以
9 家位列其后。此外，兴业证券、广发证券、国金证券的审核项目数量均达到了 5 家。
（资
料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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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从今年 IPO 情况来看，证监会在 IPO 方面的严监管正在重塑整个投
行圈。预计 2018 年投行业务收入，部分券商也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要闻 4：外资跑步入证券市场，十天两机构申请控股
5 月 8 日晚间，证监会官方网站发布信息，已收到野村控股关于设立外资控股合资证
券公司的申请。此前，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也递交了《证券公司变更 5%以上股权的实
际控制人审批》申请材料，已被证监会接受并发布受理通知。十天左右，已有两家外资
机构申请在我国控股合资券商。（资料来源：证监会官网）

【点评】随着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后续外资将陆续进入
证券市场，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发展有待关注。
要闻 5：四部委：合理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近日，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央行等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 2018 年降成本
重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合理降低融资成本，提升金融
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继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支持
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进一步简化中小企业股份转让许可，完善
融资制度安排，创新融资品种和服务。（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报）

【点评】近年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一直是政府
部门工作重点，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取得较快发展，但目前
仍存在直接融资规模比重较低的情况。

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一）评级调整
表 2 本期证券公司主体信用级别及展望变动情况
企业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时间

评级机构

华西证券

AA+/稳定

AAA/稳定

2018.05.30

联合资信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债务违约
无。

（三）企业新闻
国信证券及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实现告知书》；联储证券
被曝存在多项信息安全漏洞，深圳证监局公布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天风证券 IPO 顺利过会；江海证券深陷股权旋涡；西部证券董事长刘建武先生。

内容

涉及企业

监管处罚

国信证券、联储证券

IPO 过会

天风证券

公司经营

江海证券、西部证券

 监管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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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31 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曾公告因保
荐业务及财务顾问业务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对其立案调查。2018 年 5
月 21 日，国信证券及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实现告知书》
（处
罚字[2018]45 号）
，从国信证券收到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来看，监管层认为，国信证
券出具的《华泽钴镍恢复上市保荐书》、《华泽钴镍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之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和《华泽钴镍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之 2014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涉嫌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监管对上述
事件的认定是，国信证券在核查上市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和应收票据、以及
利用审计专业意见等方面未勤勉尽责，分别就涉及*ST 华泽的保荐和财务顾问业务“没
一罚三”
，并处罚了相关负责人。
2、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储证券被曝存在多项信息安全漏洞。5 月 21 日，深圳证监局公布对联储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
）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深圳证监
局表示，根据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出具的信息系统渗透测试报告显示，联储证券存
在多项信息安全漏洞。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的报告显示，联储证券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存在内网安全策略不合理、SVN 源代码泄露、不安全关联等安全漏洞，导致
存在通过外部网络直接渗透入公司内部网络的风险，个别信息系统被上传恶意后门文
件且长期未发现；二是未执行内部制度关于密码策略、端口设置、数据传输、漏洞检
测等安全规定。
（资料来源：和讯网）。

 IPO 过会
1、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月 3 日，
证监会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召开第 70 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发上会申请获批通过。
根据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份总额为 46.62 亿股，本次公开发行新
股数量不超过 8.23 亿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5%。
招股书介绍，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
扩大公司业务规模特别是创新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
公司在新形式下的发展战略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资料来源：东方网）

 公司经营
1、江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作为仲裁申请人，要求奥瑞德（600666.SH）实际控制人
左洪波、褚淑霞夫妇等个人和企业偿还此前双方展开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资金。
根据披露，涉案金额包含融资本金 15.81 亿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费用
等，在融资本金中，江海证券出资 2.53 亿元。（资料来源：中国经营报）
2、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月 8 日午间公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5 月 8 日收到董事长刘建武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刘建武先生因工作安排变动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战略委员会主席和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职务, 辞职后刘
建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刘建武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选举产生新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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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后生效。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长
选举工作。
（资料来源：中证网）

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
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
公司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
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证券行业小组，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