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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银行披露A股上市招股书

有望成为广东首家上市城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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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家上市银行

多渠道补充资本

据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已有

十多家上市银行发布了补充资本

的相关公告，通过可转债、二级资

本债、永续债等多种方式“补血”。

专家表示， 银行补充资本金将有

助于缓解信贷供给的资本约束，

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继平安银行发行 260 亿元可

转债后， 日前中信银行发行的

400 亿元可转债再次引起投资者

关注，并创出了火爆的申购纪录，

网上中签率仅 0.018%。 中信银行

表示， 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将

用于支持未来业务发展， 在可转

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

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

2018 年 9 月末商业银行整

体资本充足率是 13.81%，到去年

底回升至 14.2%。 不过，随着我国

银行业发展速度较快、监管趋严，

部分银行仍面临一定的资本补充

压力。

“今年部分银行受表外融资

需求回表、 理财子公司和债转股

子公司成立等影响， 资本金消耗

过快，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 ”中

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

长董希淼表示，今年以来，监管部

门出台一系列措施， 鼓励银行多

渠道补充资本。

为着力缓解资本约束、 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 人民银行以永续债为突破

口，拓宽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启动

新一轮银行资本补充。 1 月 25

日， 中国银行成功发行首单银行

永续债，市场反响良好。

除了通过创新工具补充资

本， 今年更多的银行选择发行优

先股和二级资本债券。日前，工商

银行发布公告称， 已获准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1100 亿元二级资本债券。 在此之

前， 农业银行刚获准发行规模不

超过 1200 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

此外，今年以来，宁波银行、

兴业银行等机构还通过优先股、

金融债和定向增发等方式“补

血”。 可以预见的是，将会有越来

越多的银行陆续推出资本补充和

再融资方案。

近两年， 金融管理部门为商

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创造了良

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 一方

面支持商业银行通过上市融资、

增资扩股、 发行优先股等方式补

充资本， 另一方面不断丰富债券

市场产品和创新融资工具， 扩大

投资者范围， 鼓励外资金融机构

参与境内市场交易。

董希淼表示， 商业银行在补

充资本金的同时， 应完善内部管

理机制， 将资金精准投放到民营

和小微企业。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

上市银

行或将添广东“新丁”，3月8日，据证监会

官网的信息披露，东莞银行已处于“预先

披露”状态，并披露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如果东莞银行成功上市，或

将成为广东地区的首家上市城商行。

上市拓宽资本补充渠道

根据东莞银行的招股说明书， 拟登

陆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不超过总股本

25%即约72666.67万股，发行所得的募集

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全部用于补充

资本金，以提高该行资本充足水平，增强

综合竞争力。

招股说明书还指出， 截至2018年12

月31日， 该行总资产达3,144.99亿元，

2018年净利润为24.61亿元， 同比增长

15.98%， 本行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4.57亿元，同比增长15.78%。 其中营业

收入74.95亿元，同比增长30.22%，利息

净收入63.24亿元，同比增长27.24%。

不过， 东莞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却有

下降趋势。 2016年至2018年，该行核心一

级资本充足率为10.38%，10.77%，9.84%；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38% ，10.77% ，

9.85% ； 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4.45% ，

14.45%，13.03%。 东莞银行方面就表示，

资本充足率均符合监管要求。 据银保监

会的数据显示， 城商行2018年四季度的

资本充足率为12.80%。

同时该行指出， 本次公开发行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 拓宽资本补

充渠道。

据东莞银行的数据指出， 目前该行

下辖153个营业网点，含总行营业部、 12

家分行、50家一级支行、73家二级支行、

13家社区支行以及4家小微支行，发起设

立6家村镇银行，参股邢台银行。

或成广东首家上市城商行

东莞银行在2018年5月22日就已在

广东证监局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 辅导

机构为招商证券。 7个月后，招商

证券在证监会的官网上发表辅导

工作总结报告， 对发行上市的评

价意见为： 东莞银行具备申请公

开发行并上市的条件。

记者查阅广东证监局官网中

广东辖区已报备拟上市公司辅导

工作进度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广东地区仍有4家银行在轮

候上市，其中广州银行、广东南海

农村商业银行、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

均为持续辅导的状态， 广发银行则仍为

暂时中止。

据记者了解， 在广东地区

（包括深

圳 ）

上市银行仅为3家，包括在A股主板

上市的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两家大型股

份行，以及在港股上市的广州农商行。如

果此番东莞银行的登陆深交所成功，或

将成为广东地区的首家上市城商行。 信

息时报去年12月曾报道， 广东规模最大

的城商行广州银行正积极推进上市工

作。

银保监会公布今年 1 月保费收入数据

人身险、财险双双实现开门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近日，

银保监会网站公布 2019 年 1 月保险统

计数据，统计数据显示，1 月保险业累计

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8500 亿元，同比增

长 24.05%，其中，财产险公司原保险保

费收入 1508 亿元，同比增长 20.50%；人

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6991 亿元，同

比增长 24.83%。

本次不再列示各家保费数据

记者留意到， 本次发布银保监会网

站没有单独列示各家保险公司保费收

入， 而是改以公布各具体险种保费收入

为主。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种做法有可能

是为了避免“唯保费论”。“事实上，大部

分保险公司都不是上市公司， 没有必要

每月披露保费数据。 而上市公司每月披

露数据对股价也有一定影响， 不披露的

话部分公司可能是欢迎的”，一名大型险

企精算师指出。

记者从同业交流数据来看， 今年 1

月， 人身险业市场份额占比和财产险业

务市场份额占比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人身险公司中，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华

夏人寿分别位列原保险保费前三，其中，

新锐险企的华夏保险的增速更达到了

228%。 而财产险公司中，人保、平安、太

保则分别稳居市场前三席位， 其中人保

财险保费规模达到 543 亿元， 市场份额

36.0%，同比增速 31%；平安产险保费规

模达到 325 亿元，市场份额 21.6%，同比

增速 19%。 前三以外， 中华联合成绩亮

眼，增速达到 21%，保费规模达 48 亿元。

“开门红”实现稳中有升

从各省市的保费收入来看， 广东省

依然位居保费收入大省首位，1 月单月

保费收入就达到 784 亿元。整体而言，保

险业“开门红”情况仍较为乐观，保费与

去年同期相比有一定上升。但是，相对于

2017 年的同期水平，寿险业保费收入仍

存在着一定差距。 2017 年 1 月，寿险公

司原保险保费收入为 7517.32 亿元，比

今年 1 月同期高出 7%。

具体而言，人身险业务中，寿险业务

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6272 亿元，同比增

加 23.49%；健康险业务实现原保险保费

收入 652 亿元，同比增加 22.48%；意外

险业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67 亿元，同

比减少 29.75%。 财产险业务中，机动车

辆保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837 亿元，

而交强险业务就没有单独列示。据了解，

这是银保监会首次公布车险业务整体保

费收入。 同期，工程险、责任险、保证险、

农业险分别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18 亿

元、102 亿元、108 亿元和 67 亿元， 而健

康建和意外险则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58 亿元和 685 亿元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