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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分析： 

 中资银行扎堆境外筹钱 优先股拟发行额已近千亿 

信息精粹： 

◆【3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8% 创 2012 年 4月以来新高】 

◆【央行：需对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提高汇率灵活性】 

◆【外汇局：2017 年经常账户顺差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 

◆【光大银行去年净利润 303.88 亿 同比增 2.74%】 

◆【民生银行去年净利润 478.43 亿 增幅 3.76%】 

◆【建设银行去年资产总额突破 20 万亿 非利息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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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银行扎堆境外筹钱 

优先股拟发行额已近千亿 
【参考信息】 

 短短一周之内，5 家在港上市中资银行陆续披露境外优先股发行计划，合计拟发行

规模达 805 亿元。其中，浙商银行 150 亿元境外优先股于昨日在香港联交所完成上

市交易。从实际发行情况来看，中资银行境外优先股存在相当一部分的境内投资者

认购，这对融资成本的降低、优先股市场表现稳定性均有正面影响。 

 自中国银行在 2014 年 10 月发行首笔境外优先股后，国有大型银行就成了中资银行

境外优先股的发行主力。截至 2015 年底，除农行外的其余四家大行合计发行了约

1090亿元的境外优先股。 

 而从去年底开始，发行力量有所改变，尤其是徽商银行以城商行身份在去年 11月发

行境外优先股后，中小银行发行积极性大幅提高。2016 年 12 月至今，包括哈尔滨

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在内的 7 家银行陆续披露境外优先股发行计划，累计拟

发行额达 965亿元，其中 5家银行在近期披露发行计划。 

 穆迪日前发布报告认为，中小银行资产增长强劲和盈利能力转弱的背景下，包括首

发（IPO）、资本债、优先股等募资行为将帮助银行补充资本水平，以满足更严格的

监管要求。他预计，未来 12～18个月，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将继续下滑，从而影响银

行的内部资本生成，这种情况将推动中小型银行继续在今年进行融资，以维持其资

本状况，同时实现资产的高增长。 

 除资本压力外，中资银行扎堆计划发行境外优先股还与境内外市场情况有关。优先

股本就是银行比较青睐的融资选择，境外发行成本虽然比国内低不了多少，但发行

行在获得美元负债的同时，还能丰富资本补充渠道，提升境外影响力。从成本上比

较，中资银行境外发行美元优先股的成本低于国外同业，但较内地发行人民币优先

股要持平或略高。据了解，中资银行境外优先股发行与国内一致，普遍采取“基准

利率+固定溢价”并分阶段调整的定价模式，浮动股息率定价模式也被普遍认为有利

于灵活控制发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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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不同市场环境、评级的差别将导致优先股股息率存在差异，尤其是对第三方

评级更为认可的“纯外资”。以较早发行的中行、工行为例，两家银行境外优先股的

标准普尔初步评级分别为“BB-”、“BB”级，结果工行境外优先股股息率较中行低

0.75个百分点。 

 穆迪助理总裁兼分析师万颖表示，大型中资银行更可能在经营过程中获得持续支持，

包括资本注入等支持，以帮助防范银行资本状况显著恶化，这种持续支持是大型中

资银行基础评估的正面推动因素。 

 反观最近发行的徽商银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三笔中资银行境外优先股，均为无

评级发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发行定价。 

 评级机构对中小银行优先股评级较低，而且‘纯外资’认购比例不高，这种情况下

评级的必要性不大。目前中资银行境外优先股的认购方中，70%～80%是境内投资者，

剩下的“纯外资”中以东南亚投资者为主，他们对中资银行更为了解，也更为认同

其优先股的投资价值。 

 万颖认为，相当一部分的境内投资者认购，也是中资银行优先股成本整体上低于同

等评级的国外同业的一个原因。 

【分析点评】 

 近段时间以来，中资银行陆续开始在境外发行优先股，发行潜力近千亿。以徽商银

行为代表的城商行在去年 11 月发行境外优先股后，中小银行发行积极性大幅提高。

这一方面是资本补充压力下的融资选择；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出于优化资本结构和

补充渠道、提升境外影响力等考虑，需要补充美元负债。 

【参考链接】 

 中资银行扎堆境外筹钱 优先股拟发行额已近千亿 

 

◆【3 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1.8% 创 2012 年 4月以来新高】 
2017 年 3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8%，连续两个月上升，高于

上月 0.2 个百分点，连续 8 个月维持在荣枯线上方，创 2012 年 4 月以来新高，制造业

持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信息精粹 

http://bank.hexun.com/2017-03-31/188686576.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5,20170331725446814.html


 

 4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3.3%，与上月持平，继续保持平稳扩张；中型企

业 PMI 为 50.4%，低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延续扩张态势；小型企业 PMI 为 48.6%，比

上月上升 2.2个百分点，收缩幅度明显收窄。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的 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

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从业人员指数位于临界点，原材料库存指数低于临界点。 

生产指数为 54.2%，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位于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生产增

速继续加快。新订单指数为 53.3%，高于上月 0.3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制

造业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从业人员指数为 50.0%，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

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与上月相比变化不大。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8.3%，比上月下

降 0.3个百分点，继续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继续下降。 

3 月 PMI 继续上升，1 季度制造业景气程度明显好于过去数年的同期水平，显示 1

季度经济有望延续去年年末的向好态势。 

◆【央行：需对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提高汇率灵活性】 
央行发布 2017 年第 3 号工作论文《货币政策、汇率和资本流动——从“等边三角

形”到“不等边三角形”》指出，对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是必要的，即使实现汇率

清洁浮动以及货币政策完全的国际协调，也需要对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在经济

金融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难度降低，可操作性增强，正福利效应

凸显，有利于各国货币当局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终极目标，国际协调成为新趋势。

在新政策框架下，央行只有在三方面同时着力才能实现宏观总体平衡。 

◆【外汇局：2017 年经常账户顺差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 

3 月 30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就 2017 年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答记者问时表

示，总体上看，2017年我国国际收支将继续呈现“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

的格局，跨境资本流动继续向着均衡状态收敛。 

该新闻发言人表示，经常账户顺差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首先，货物贸易顺差仍

会维持一定规模。从出口看，尽管贸易摩擦对我国出口形成一些潜在威胁，但 2017 年

全球经济总体企稳仍是我国外需稳定的基本保障。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等相关合作

稳步推进，区域内国家出口都会受益。从进口看，我国经济基本面总体较好，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将有所回升，进口规模有望趋向基本稳定。其次，服务贸易逆差增速将逐步趋

稳。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主要来自旅行项目，随着近两年居民境外旅游、留学等消费需求

http://mt.sohu.com/20170330/n485577139.shtml
http://news.hexun.com/2017-03-30/1886829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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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释放，旅行项目逆差增速已开始回稳；我国企业服务贸易收入和支出结构正在逐步

调整，旅行之外的服务贸易逆差已明显收窄。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等私人部门投资

增多，我国境外投资整体收益有望增长。预计 2017 年经常账户顺差与 GDP 之比将处于

均衡合理水平。 

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有望收窄。一方面，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较多，可

能造成市场情绪多变，形成我国跨境资金流动阶段性波动。另一方面，一些有利于跨境

资本流出入趋向均衡的因素仍会发挥积极作用。 

◆【光大银行去年净利润 303.88 亿 同比增 2.74%】 
3月 30日晚间，光大银行公布的 2016年年报显示，2016年该行资产总额达到 4万

亿元，负债总额 3.77万亿元；净利润 303.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4%。 

作为最早推出理财业务的银行，光大银行在理财与资产管理业务方面具有明显的比

较优势。报告期末理财产品余额 1.36 万亿元，增长 11.48%；全年理财产品累计发行 3.9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28.25%。信用卡方面，报告期末累计发卡量 3595.87 万张，当年新

增发卡量 762.53 万张；报告期累计交易金额 12773.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30%；透

支余额 2142.13亿元，同比增长 22.41%。 

报告期末，光大银行手机银行客户 2691.35 万户；对私网银客户 2451.00 万户；电

子支付客户 1625.86万户；微信银行关注客户 1854.89万户；对公网银客户 35.82万户；

直销银行客户 467.32万户；“云缴费”接入缴费项目突破 1000项，交易笔数 2.30亿笔；

“e 容贷”推出个人公积金网络信用贷款和互联网保险小额信用贷款产品，2 个月放款

额超过 6亿元。 

年报显示，2016年光大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287.0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43.27亿元，

不良贷款率 1.60%，比上年末下降 0.01 个百分点。逾期贷款率 2.87%，同比下降 1.22

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率 3.78%，同比下降 0.61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52.02%，资本

充足率 10.80%，一级资本充足率 9.3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21%。 

◆【民生银行去年净利润 478.43 亿 增幅 3.76%】 
3 月 30 日晚间，民生银行在港交所批露了 2016 年年报。年报数据显示，2016 年，

民生银行集团（包括民生银行以及民生银行控股的附属机构）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78.43 亿元，比上年增加 17.32 亿元，增幅 3.7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5.13%，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 0.94%，基本每股收益 1.31元。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http://bank.hexun.com/2017-03-31/188687898.html
http://bank.hexun.com/2017-03-31/188685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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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资产 9.12元，比上年末增加 0.86元。 

在资产质量方面，去年民生银行集团不良双升。截至报告期末，民生银行集团不良

贷款余额 414.35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86.14 亿元，增幅 26.25%；不良贷款率 1.68%，

比上年末上升 0.08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55.41%，比上年末上升 1.78 个百分点；贷

款拨备率 2.62%，比上年末上升 0.16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民生银行集团先后发行人民币 200亿元二级资本债和 14.39 亿美元境外

优先股，截至报告期末，其资本充足率 11.73%，比上年末提升 0.24 个百分点，为业务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建设银行去年资产总额突破 20 万亿 非利息收入增长】 

3月 29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公布了 2016年度

经营业绩。公告显示，截至 2016 年末，建设银行集团资产总额达到 20.96 万亿元，实

现净利润 2，323.89亿元，同比增长 1.53%。归属于本行股东净利润 2,314.60 亿元，同

步增长 1.45%；平均资产回报率和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分别为 1.18%和 15.44%，非利息

净收入增长 10.18%；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4.94%和 12.98%。董事

会建议派发末期现金股息每股 0.278元（含税）。 

在 3 月 30 日的业绩发布会上，建行管理层表示，建行要保持传统优势，即原有个

人住房贷款和基础设施行业贷款业务优势要继续巩固。同时，还要加强网络金融和消费

金融的建设。去年，建行电子银行和自助渠道账务性交易量在全渠道交易总量中占比达

97.82%，较上年提升 2.24 个百分点。 

2016 年，建设银行实现资产质量逐季向好，2016 年末，不良贷款余额 1，786.90

亿元，同比少增 400.99 亿元；不良贷款率 1.52%，较上年下降 0.06 个百分点；逾期贷

款和不良贷款“剪刀差”为负 5.91亿元，自 2012 年以来首次转为负值；关注类贷款占

比 2.87%，较上年下降 0.02个百分点。减值准备对不良贷款比率为 150.36%，满足监管

要求。 

http://bank.hexun.com/2017-03-31/1886847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