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睐中小板公司

2019年券商“拜访”近1200家A股公司

本报记者 胡雨

2019年A股市场行情回暖激发投资者交易热情，也催促各大证券公司加大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力度。

Wind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共有176家国内外券商调研A股上市公司合计1189家，累计调研次数超过1.8万次。 从板块来看，券商更偏爱中小板公司，在行业上则钟爱电子、化工、计算机、医药生物等热门行业。

中信证券最忙碌

Wind数据显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176家国内外证券公司对1189家上市公司进行了调研。 从调研频率来看，2019年全年调研次数在100次以上的券商合计43家，11家券商全年调研次数超过500次。

中信证券可谓是2019年最忙碌的券商，全年共对362只个股累计调研664次，平均每天就要调研2家上市公司。 兴业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2019年全年调研次数均在600次以上，调研上市公司家数均超过370家。 中信建投、华泰证券、中金公

司、招商证券等调研次数名列前茅。 可以看出调研上市公司活跃的券商多数也是综合实力或研究能力较强的券商。

从调研标的看，券商2019年调研偏爱中小板公司。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券商调研中小板企业次数占到了调研总次数的45%以上；2019年调研中小板企业超过10家的券商共有92家，调研企业数超过100家的券商共有22家。 创业板企业受调研

次数也较多，主板企业则相对较少。

2019年1189家被调研公司中，海康威视、广联达和汇川技术是被券商调研次数最多的上市公司，参与调研的券商分别有98家、79家、74家，上述公司也是券商发布研报中大力推荐的个股。 以海康威视为例，2019年共有26家券商发布76篇研报推

荐，“买入” 、“增持” 、“强烈推荐”是多数券商给予的乐观评级。 在调研过程中，券商较关注的话题包括公司研发费用投入情况、公司新产品市场接受程度以及公司对智能化及创新业务的发展预期等。

随着资本市场对外持续开放，海外机构也逐渐加大了对国内上市公司的调研力度，为其资金入场筛选目标。Wind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至少有29家外资券商调研国内上市公司超过400次，摩根士丹利、野村证券等券商调研次数较多。 从上市公

司看，海康威视、老板电器等较受外资券商关注。

电子化工等行业受关注

分析人士表示，从被调研上市公司股价表现来看，券商眼光值得肯定。 Wind数据显示，被券商调研上市公司中，有962家2019年股价出现上涨，占比达80.91%。

从涨幅情况看，在券商2019年调研的1189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829家公司在2019年股价涨幅超过10%，395家在2019年股价涨幅超过50%，130家在2019年股价涨幅超过100%，30家在2019年股价涨幅超过200%，12家在2019年股价涨幅超过

300%。 以2019年6月上市的新股卓胜微为例，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其股价已较上市首日上涨709.63%。 万集科技、诚迈科技在2019年全年股价分别较年初上涨486.36%、477.75%。

作为一家半导体行业公司，卓胜微致力于开发无线通信的射频、射频与数字SoC芯片产品；万集科技属于电子元件行业，上述两家公司所属行业恰好也是2019年券商调研最频繁的行业。数据显示，2019年券商调研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子、化工、计算机、医药生物等行业，其中电子行业最为券商看好，多家券商对其2020年发展也抱以积极态度。

太平洋证券电子设备行业分析师王凌涛认为，电子行业的部分板块在2019年下半年走出了一轮结构性行情，在5G建设初启、半导体全产业国产替代以及iPhone新机出货超预期等因素的催化下，电子板块中诸多公司迎来了业绩和估值的双升，

相信2020年依然是国内电子企业成长至关重要的一年。

财富证券电子行业分析师何晨表示，2020年电子行业在5G基站建设、5G换机潮、消费电子终端革新、关键元器件国产替代、周期性行业回暖的多因素影响下，行业盈利能力有望继续回升，具备核心壁垒的厂商会脱颖而出。 当前来看，电子行业

业绩分化的趋势可能难以扭转，建议关注具有业绩确定性和估值安全边际的优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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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调研次数

（单位：次）

中信证券

664

兴业证券

648

广发证券

632

海通证券

623

天风证券

585

国泰君安

583

中信建投

571

安信证券

545

华泰证券

543

中金公司

539

公司

2019年被调研次数

（单位：次）

海康威视

792

广联达

515

汇川技术

505

大华股份

493

京东方

A 401

埃斯顿

377

尚品宅配

367

迈瑞医疗

359

华东医药

350

兆易创新

340

2019年被调研次数前十的上市公司

2019年调研上市公司次数前十的券商

普华永道预计

2020年A股IPO将保持活跃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普华永道2020年1月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A股IPO数量和融资金额均大幅增长，全年共有201只

新股上市，融资总额为2533亿元，新股数量较2018年上

升91%，融资额增加83%。

展望2020年，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主管合

伙人梁伟坚表示，2020年A股IPO将会继续保持活跃，

2020年全年A股多层级资本市场获得IPO企业数量将有

可能超过220家，全年融资规模超过2500亿元。

普华永道称，2019年上海主板IPO有53宗， 融资

1062亿元。 深圳中小板与创业板IPO数量分别为26宗和

52宗，融资金额分别为346亿元和301亿元。从个股来看，

2019年IPO金额前10大个股累计融资超千亿， 占全年所

有个股IPO金额的42%，邮储银行以327亿元的募资金额

独占鳌头。

2019年共有70家企业在科创板成功上市，融资总额

为824亿元，占A股IPO市场融资总额的32%。

从细分市场看，2019年IPO金额前10大个股中主板

占据5家，科创板4家，中小板1家，创业板未有新股入列

融资金额前十强。 从行业来看，2019年60%的A股IPO企

业为制造行业，其中包括43家在科创板上市的高端制造

业企业。 A股上市企业以工业产品、 信息科技及电讯行

业、消费品及服务行业为主。

普华永道预测，2020年港股市场IPO将继续活跃，将

会有更多新经济企业受惠于上市条规的变更而选择香港

上市，预计全年集资总额可达2300亿-2600亿港元。

普华永道指出，2019年香港新股上市以零售消费品

及服务类和工业企业为主。 新上市条例改革包括同股不

同权和生物科技公司上市条例变更， 不但促进了资本市

场多样化，而且为香港IPO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于阿

里巴巴的回归，不少中概股也在观望两地上市的机会，有

望为香港市场带来更多IPO项目。 H股全流通有助于吸

引内地企业以H股形式上市，亦有助于提升港股流通量。

券商主承销债券2019年出现184次违约

□本报记者 赵中昊

Wind数据显示，2019年总计出现223

次债券违约， 其中券商参与主承销债券出

现184次违约，总计涉及47家券商或券商子

公司。

为了加快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促进

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

行、发改委、证监会近日起草发布了《关于公

司信用类债券违约处置有关事宜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 ），分

析人士认为，该文件从多方面完善了债券违

约处置机制，明确了债券违约处置方式，有助

于债券市场风险防范，促进信用债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推动高收益债市场发展。

私募债违约次数最多

Wind数据显示， 国海证券2019年全年

参与主承销的债券出现违约次数为14次；招

商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参与主承销的债券出

现违约次数均为13次；光大证券、瑞信方正

参与主承销的债券出现9次违约； 中金财富

证券参与主承销的债券出现违约8次； 华泰

联合证券参与主承销的债券出现违约7次。

从债券类型来看，上述184次违约债券

中，私募债出现77次，数量最多；其次是一

般公司债，出现58次。从发行人企业性质来

看，发行人是民营企业的违约债券出现159

次。 此外，发行人是上市公司的违约债券出

现64次。 Wind数据显示，部分违约债券的

违约类型显示为“本息展期” 。 例如，瑞信

方正主承销的债券“18北讯01” 在2019年

展期了四次。

业内人士认为，只要债券未能如期兑付，

即便展期也无法改变其违约事实。 “违约债

券的展期行为， 根本原因是发行人无法完成

兑付，只能和投资人协商展期，投资人虽然心

怀不满，但如果不答应展期，新的更发不出

去，存续价格砸下来，双方可能更被动。 ” 某

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

201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改

委、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债券违约处置的《征

求意见稿》， 银保监会发布3项配套文件，对

现有的违约处置机制进行了完善。

申万宏源证券认为，《征求意见稿》和3

个配套文件的发布，更多是基于制度建设层

面。 未来企业违约情况是否好转，主要看实

体经济能否企稳以及盈利能否企稳。 2020年

下半年将是重要观察期。 上述制度从多方面

完善了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加大了恶意逃废

债行为惩戒力度，明确了债券违约处置方式，

有助于债券市场风险防范，促进信用债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也有助于推动高收益债市场

发展。

业内人士称，2019年同样外部评级的民

企债和地方国企、央企的利差继续扩大，同样

外部评级的民企债定价明显高出国企， 重要

原因是近些年民企债违约率较高。

国泰君安证券认为，《征求意见稿》出

台的背景是违约后债券求偿难的困局。 违约

之后处置困难是导致市场对于信用风险厌

恶的原因。 从2018年开始到2019年4月，民

企信用风险集中爆发后， 兑付率快速下降。

求偿艰难是导致部分投资机构规避民企债

券的原因之一。

国泰君安认为，2020年民企国企债券的

利差可能会小幅收窄。 虽然民企债券的投资

依然面临很多限制， 风险偏好难现趋势性抬

升， 但民企板块中的核心资产———地产债可

能会迎来机会。

银行揽储不温不火

春节后存款利率或有下行

□本报记者 戴安琪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走访多家银行网点发现， 大部

分银行尚未调整存款利率，少数银行的存款利率在2019

年12月底有所上浮。

多位银行人士向记者透露， 预计春节后存款利率会

有所下降。 2020年1月1日央行宣布自1月6日起全面下调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降准将释放长

期资金约8000亿元，降低银行资金成本约150亿元。业内

人士分析，接下来银行可能会下调各类存款产品利率。

存款利率基本稳定

某国有大行支行业务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以10万元定期存款（下同）为例，近期存款利率并没有

因为揽储需求而上调， 现在1年期的存款利率为2.1%，2

年期为2.94%，3年期为3.9875%。 不过，预计春节后会有

所下降。 ”

另一大行支行人士也表示， 该行1年期存款利率为

1.95%，2年期为2.73%，3年期为3.575%。“现在存款利率

呈下降趋势，之后肯定会降，但具体什么时间不好说。 ”

该人士表示。

还有某大行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了该行于2019年

12月底推出的存款产品。 此产品是该行在特定时期为满

足存款金额要求的特定客户提供的， 持有到期时利率高

于该行挂牌水平的个人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产品。

同样以10万元为例，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0%，二年期为

3.08%，三年期为4.00%，“这个存款产品有额度限制，不

一定能买到。 ”上述相关人士说。

华东地区某农商行刚刚推出了新的存款利率， 执行

时间从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在这期间，该

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175%，二年期为3.045%，三年期

为3.9875%，较之前有所上浮。

另一家中部地区的农商行也于近日上浮了存款利

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2%，二年期为3.108%，三年期

为4.07%。

大行或率先下调存款利率

某银行人士表示，大型银行由于资产规模大、营业网

点多，一般不会通过提升利率来揽储。但一些中小银行营

业网点少、资产规模小，会通过提升存款利率来揽储。 居

民在选择存款银行时，不仅要比对各行的执行利率、赠送

服务，还要考虑银行本身的经营状况。 比如，如果某家银

行存款利率太高，会让银行负债端压力加大，为了能保证

获利， 就会发展利率更高的贷款业务， 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这可能会推高贷款不良率。

展望未来，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刘银平认为，央行下

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会降低银行资金成本。 2019年

以来，央行一直在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降，从而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目前银行各类存款利率处于

高位，为了避免存贷利差收窄，接下来银行会下调各类存

款产品利率，包括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不

过，不同类型银行的资金压力不同，利率下调进度和幅度

也不同，大中型银行揽储难度相对偏小，可能会率先下调

存款利率，小型银行揽储难度大，存款利率下调可能会滞

后一步。

也有市场人士指出， 降准对银行存款利率并不一定

产生直接影响，大部分银行存款利率可能维持不变，少部

分可能下调。

□本报记者 胡雨

中信证券最忙碌

Wind数据显示，2019年1月1日至2019

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176家国内外证券公

司对1189家上市公司进行了调研。 从调研

频率来看，2019年全年调研次数在100次以

上的券商合计43家，11家券商全年调研次

数超过500次。

中信证券可谓是2019年最忙碌的券

商，全年共对362只个股累计调研664次，平

均每天就要调研2家上市公司。 兴业证券、

广发证券、 海通证券2019年全年调研次数

均在600次以上，调研上市公司家数均超过

370家。 中信建投、华泰证券、中金公司、招

商证券等调研次数名列前茅。 可以看出调

研上市公司活跃的券商多数也是综合实力

或研究能力较强的券商。

从调研标的看， 券商2019年调研偏爱

中小板公司。 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券商

调研中小板企业次数占到了调研总次数的

45%以上；2019年调研中小板企业超过10

家的券商共有92家，调研企业数超过100家

的券商共有22家。 创业板企业受调研次数

也较多，主板企业则相对较少。

2019年1189家被调研公司中， 海康威

视、 广联达和汇川技术是被券商调研次数

最多的上市公司， 参与调研的券商分别有

98家、79家、74家， 上述公司也是券商发布

研报中大力推荐的个股。 以海康威视为例，

2019年共有26家券商发布76篇研报推荐，

“买入” 、“增持” 、“强烈推荐”是多数券商

给予的乐观评级。 在调研过程中，券商较关

注的话题包括公司研发费用投入情况、公司

新产品市场接受程度以及公司对智能化及

创新业务的发展预期等。

随着资本市场对外持续开放，海外机构

也逐渐加大了对国内上市公司的调研力度，

为其资金入场筛选目标。 Wind数据显示，

2019年全年至少有29家外资券商调研国内

上市公司超过400次，摩根士丹利、野村证

券等券商调研次数较多。 从上市公司看，海

康威视、老板电器等较受外资券商关注。

电子化工等行业受关注

分析人士表示，从被调研上市公司股价

表现来看，券商眼光值得肯定。 Wind数据

显示， 被券商调研上市公司中， 有962家

2019年股价出现上涨，占比达80.91%。

从涨幅情况看， 在券商2019年调研的

1189家A股上市公司中， 有829家公司在

2019年股价涨幅超过10%，395家在2019年

股价涨幅超过50%，130家在2019年股价涨

幅超过100%，30家在2019年股价涨幅超过

200%，12家在2019年股价涨幅超过300%。

以2019年6月上市的新股卓胜微为例，截至

2019年12月31日其股价已较上市首日上涨

709.63%。 万集科技、诚迈科技在2019年全

年股价分别较年初上涨486.36%、477.75%。

作为一家半导体行业公司， 卓胜微致力

于开发无线通信的射频、 射频与数字SoC芯

片产品；万集科技属于电子元件行业，上述两

家公司所属行业恰好也是2019年券商调研最

频繁的行业。数据显示，2019年券商调研的上

市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子、化工、计算机、医药

生物等行业，其中电子行业最为券商看好，多

家券商对其2020年发展也抱以积极态度。

太平洋证券电子设备行业分析师王凌

涛认为， 电子行业的部分板块在2019年下

半年走出了一轮结构性行情， 在5G建设初

启、 半导体全产业国产替代以及iPhone新

机出货超预期等因素的催化下，电子板块中

诸多公司迎来了业绩和估值的双升， 相信

2020年依然是国内电子企业成长至关重要

的一年。

财富证券电子行业分析师何晨表示，

2020年电子行业在5G基站建设、5G换机

潮、消费电子终端革新、关键元器件国产替

代、周期性行业回暖的多因素影响下，行业

盈利能力有望继续回升，具备核心壁垒的厂

商会脱颖而出。 当前来看，电子行业业绩分

化的趋势可能难以扭转，建议关注具有业绩

确定性和估值安全边际的优质资产。

青睐中小板公司

2019年券商“拜访” 近1200家A股公司

� 2019年A股市场行情回暖

激发投资者交易热情，也催促各

大证券公司加大对上市公司的

调研力度。

Wind数据显示，2019年全

年共有176家国内外券商调研A

股上市公司合计1189家， 累计

调研次数超过1.8万次。 从板块

来看， 券商更偏爱中小板公司，

在行业上则钟爱电子、 化工、计

算机、医药生物等热门行业。

山东银保监局：

聚力金融 推动“六稳” 目标实现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山东银保监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俊寿

2020年1月2日在第254场银行保险业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稳金融在“六稳”（即：稳

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

期）当中是重要的助推器和压舱石，通过稳

金融的外部效应，可以很好地实现“六稳”协

同目标，“具体工作中，我们首先‘稳金融’ ，

通过‘稳金融’达到其他‘五稳’目标。 ”

助力“六稳”

王俊寿介绍，“稳金融” 重点突出三个

方面：一是稳存量。在信贷投放方面，通过建

立无还本续贷、纾困基金、应急转贷基金等

稳住了存量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避免和

遏制不合理抽贷、压贷、断贷行为。二是稳结

构。 按照增量、扩面、降本的要求，加大民生

领域基础设施和长尾客户的金融供给，普惠

金融和薄弱领域的金融需求不断得到满足。

三是稳风险。按照去旧控新、多元化解、精准

拆弹的原则，稳妥推进风险资产化解。 最新

统计显示， 山东自2014年以来首次实现不

良贷款双降，2019年全年化解不良贷款近

2800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到3%以内，通过

精准拆弹以及有效的市场出清，风险水平不

断下降。

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益虎介绍，从

机构来看，在信用风险防控上，山东农行在同

业和农行系统内率先成立债委会工作办公

室，大力控新降旧，充分运用收回再贷、再融

资和期限品种等手段，2019年全年总共帮助

了125家风险企业实现了脱困发展。 2019年，

山东农行实现不良 “双降” ， 不良贷款较

2018年末下降了超过50亿元，不良贷款率下

降1个百分点， 信贷资产质量已经进入了企

稳上行通道。

在通过金融稳就业方面，王俊寿介绍，山

东银保监局联合有关部门设立“青e贷”“拥

军贷”“电商贷” ，满足青年创业对融资贷款

的需求。 在金融稳外贸、稳外资方面，联动有

关部门建立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保证保险平

台， 推进了烟台自贸区设立了中小企业信用

保证基金， 支持外资保险巨头入股山东财险

公司，鼓励外资银行在自贸区设分行。 在通

过金融手段稳投资方面，通过金融、银行信贷

投入和保险资金的使用大力支持和服务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等建设

需求。

在金融稳预期方面，王俊寿称，该局配合

省政府加快推进诚信山东建设，完善失信违

约惩戒制度，坚决打击各种逃废债，同时推进

中小法人机构完善公司治理，进一步强身健

体，以金融稳健运行的正能量对冲各种消极

和悲观情绪，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预期。

防风险久久为功

在乱象整治方面，王俊寿介绍，山东银保

监局强化了现场检查和监管问责的利剑作

用，以点带面形成震慑，对屡查屡犯、屡教不

改的问题从重处罚。

数据显示，2019年山东银保监局共计罚

没金额7993.4万元，其中，处罚银行保险机构

178家次，罚款7689.9万元；处罚责任人141

人次，罚款303.5万元。 重点关注银行业防风

险、保险业治乱象，金融生态整体“拨云见

日” ，初现“朗朗乾坤” 。 集中力量查处涉企

服务收费、房地产融资、车险“报行不一” 、人

身险销售误导等突出问题。

同时， 监管督促引导银行保险业回归

本源，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王俊

寿介绍，截至2019年末，山东银行业各项同

业负债比2019年初下降324亿元，贷款占资

产比重、 存款占负债比重分别较2019年初

上升2.04个和0.66个百分点，说明银行保险

业正不断回归本源，纠正过去脱实向虚、热

衷于赚热钱、赚快钱的行为。截至2019年三

季度末， 辖内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较2019

年初增长21.45%， 高于贷款平均增速9.18

个百分点，贷款户数73.54万户，较2019年

初增加15万户；2019年三季度新发放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 6.36% ，较

2019年初下降0.63个百分点， 连续七个季

度下降， 说明融资贵的问题在不断得到解

决。 2019年1-10月农业保险提供的风险保

障金额818.76亿元，支付赔款16.75亿元，保

险业回归本源发挥保障功能的作用也不断

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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