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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银理财总经理王晓莉：

找准赛道 提供综合化投融资服务

□

本报记者 黄一灵 高佳晨

1月6日， 杭州银行全资子公司杭银理财

开业。

杭银理财总经理王晓莉日前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与母行紧密联动是银

行理财公司的特色与优势。 围绕母行客群提供

综合化投融资服务是母子公司共同的目标。 如

何创设出风格鲜明、有辨识度的理财产品是当

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银行理财的难点及重点。

随着理财投资者对权益市场逐步了解和熟悉，

理财配置权益类资产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细分领域跑出特色

中国证券报：在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过程

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如何看待当前银行理

财业务转型进度，在行业转型过程中还面临哪

些困难？

王晓莉：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是理财需求

方和供给方彼此了解、磨合、博弈的过程。 “买

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有责” ，一方面是理财

发行人和销售方在 “募”“投”“管”“退” 整

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履职尽责；另一方面是理财

投资者对不同发行人的不同产品与自身风险

偏好的匹配度甄别。

因此，经历两年多转型，银行理财朝着资

管转型本源延伸， 不仅仅是估值技术调整与

规范，更是信息披露、投资者适当性等工作的

深入。

区别于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客户更倾向于

稳健甚至保守的产品。“固收+” 将优先成为存

款替代型理财产品新形态，但“固收+” 不等于

低风险，策略相近结果却会大相径庭，不同管

理人的管理能力和风险偏好是差异的核心。 中

小型资管机构资源有限，产品和投资不可能处

处开花，需精准定位找准赛道，在细分领域跑

出特色。（下转A03版）

两大因素支撑

人民币升值底气足

□

本报记者 罗晗

8月13日早间，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双双创下3月上旬以来新高。 分析人士认为，国内

经济基本面持续复苏、 美元疲软是支撑人民币升

值两大因素。 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弹性，呈“双向

波动”特征。

人民币走强

8月13日早间，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

涨至6.9283元，创3月10日以来新高；在岸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开盘直奔6.93，以6.9301元创3月上旬

以来新高。

人民币汇率盘中突破前期高点，也昭示着阻力

位进一步“上浮” 。 本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重返强

势，离岸人民币走出“三连升” ，累计上涨344点。

8月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总体延续6月至7月

的升值势头。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美元疲软是人民

币保持强势的直接原因。从近期公布的数据看，中

国经济稳步复苏，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领先优势，是

支撑人民币走强的基础。

5月下旬以来， 美元指数开启跌势，8月上旬

一度跌至92.50点， 创2018年5月中旬以来新低。

目前，美元指数仍在底部震荡。华泰证券张继强团

队指出，近期美元指数大跌或与美欧基本面差异、

欧元信心恢复、美联储长期宽松预期、新一轮财政

刺激及全球风险偏好提升等因素有关。

从基本面看， 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出中国经

济延续稳步复苏态势。 7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4%，降幅比上月收窄

0.6个百分点。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6.5%，其中，出口增长10.4%，进口增长1.6%。这延

续了6月进出口增速双双“转正” 的良好态势。 此

外，作为先行指标，7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51.1%，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5

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下转A02版）

存量增量改革并行 创业板探索新经验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沃施股份、 凯普生物近日发布公告称，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证监会注册

批复同意。 这是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以

来， 首批创业板公司再融资申请注册生效，意

味着在继创业板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

法等举措落地后，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在

“存量”企业方面又迈出关键步伐。

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

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首次将增量与

存量改革同步推进的资本市场重大改革， 标志

着A股市场注册制改革正式从增量市场转向存

量市场。 统筹推进存量与增量改革是创业板注

册制改革突出特点，体现在完善创业板定位、推

进注册制改革与基础制度完善以及再融资、并

购重组同步实施注册制等多个方面， 将为下一

步全市场注册制改革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再融资、并购重组同步实施注册制

首批创业板公司再融资申请注册生效，折

射出此次创业板改革的亮点———再融资、涉及

股票发行的并购重组实行注册制。

再融资方面，本次再融资制度改革核心是

实施注册制， 并进一步精简优化发行条件，建

立市场化发行机制。 具体体现在，丰富融资工

具，引入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新产品，制定

不同发行机制。 再融资小额快速发行适用简易

程序，交易所在2个工作日内受理，自受理之日

起3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 极大提高上市

公司融资效率。 加大违法违规行为追责力度。

并购重组方面，此次改革明确涉及发行股

票的并购重组实施注册制，在制度设计中更强

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一方面，坚持以信息披

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强化交易必要性、方案

合规性、定价公允性、业绩承诺合理性、标的资

产经营模式和潜在风险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要

求，强化中介机构归位尽责，通过问询方式督

促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重组交易

相关情况和潜在风险；另一方面，简化审核程

序安排，明确并缩短审核时间。 具体而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和重组上市的审核时限分别为

45日和3个月， 证监会注册程序仅需5个工作

日。 对于符合小额快速条件的重组申请，无问

询环节，直接出具审核报告。 仅有涉及重组上

市的，才需提交上市委员会审议。

“再融资、 并购重组是直接融资重要组成

部分，新兴行业企业批量上市后将有大量融资

需求，优秀头部企业将获更多资金支持，各细

分领域优质成长型企业也将在资本市场上公

允定价，获得融资不断发展壮大。”招商证券首

席策略分析师张夏指出。

推进试点注册制与基础制度建设

在推进注册制改革试点与深化基础制度

改革方面，创业板改革也是存量与增量改革统

筹兼顾、齐头并进。

专家指出，本次改革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

心，在首发、再融资、并购重组同步实施注册

制，以此为主线，统筹改革完善上市、信息披

露、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交易、退市等各项资本

市场基础制度。

比如，在信息披露方面，改革后的创业板

上市条件更多元，允许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

盈利企业和盈利的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

业上市，（下转A02版）

469家公司半年报亮相 整体净利增逾两成

□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13日20时，A股

共有469家上市公司披露2020年半年报， 合计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02.9

亿元，同比增长21.07%。 已发布半年报的上市

公司，整体保持较高的盈利性。

净利润整体增长较好

在上述469家公司中，有275家公司上半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有所增加，

其余194家公司净利润则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其中，贵州茅台等12家公司上半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20亿元，且相比上年同

期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业绩表现亮眼。

净利润增长率方面， 有209家公司上半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0%。 净利润数值方面，在上述469家公司中，

有193家公司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超过1亿元，82家超过3亿元，23家超

过10亿元。 已发布半年报的上市公司，整体保

持了较高的盈利能力。

多数净利润增长幅度较大的公司在半年

报中指出，报告期内，公司在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加强

成本管控，在上半年取得较好业绩。

以欧菲光为例，上半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

入234.65亿元，同比下降0.53%，主要是因为安

卓触控业务独立发展所致。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2亿元 ， 同比增长

2290.28%。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部分大客户订

单增加，光学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摄像头模

组和光学镜头出货提升， 同时受益于大客户平

板电脑销量增长和触控业务结构优化， 公司整

体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成立疫情防

控小组，全力推进复工复产，有效缓解了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加强成本控制和

存货管理，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情况高效稳定。

业绩快报亮点多

除上述已发布半年报的上市公司外 ，

Wind数据显示，另有118家公司披露2020年半

年度业绩快报。 其中，不乏业绩翻倍的明星上

市公司。

在上述公司中，有60家公司上半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7家净

利润同比翻倍。 达安基因等上市公司净利润增

速居前。 部分公司净利润增长与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催生的“宅经济”崛起有关。 另外，不少

上市公司复工复产以来， 积极调整经营节奏，

二季度业绩增长较快。

其中，达安基因业绩快报显示，公司上半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159.13%。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场对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及核酸检测仪器、相

关耗材的需求量大幅度增长， 公司全力生产，

充分保障市场供给。

三行业表现突出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在已发布半年

报的公司中，食品饮料、计算机通信、医药等三

个行业的公司业绩表现突出。 细分来看，在食品

饮料行业，猪肉、快捷食品、白酒等细分行业公司

表现突出。 在计算机通信行业，可穿戴设备类、

居家办公类公司表现抢眼。 在医药行业，防疫物

资生产销售类、试剂检测类公司净利润居前。

部分涉及防疫物资类的公司，上半年业绩

增长幅度较大，但从近期发布的公告看，订单

量有所下滑。

除了上述热点行业外，部分传统行业上半

年业绩有所改善，在半年报中披露了大额分红

计划。

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8%

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宗长青8月13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增幅实现了由“负” 转“正” ，总体好于预期。 1

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5356.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5%（不含银行、证

券、保险领域），较1至6月回升了1.8个百分点；7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63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8%，连续第4个月实现单月吸收外资正增

长。（更多报道见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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