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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券商迈入股权承销“千亿俱乐部”

□本报记者 赵中昊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1日15时15

分 ，2020年以来A股股权融资额总计达

16428.52亿元（按上市日统计，下同），已超过

2019年全年水平（15413.25亿元）。 其中，IPO

融资额为4513.45亿元，创2011年以来新高。投

行股权承销规模排名方面，中信证券、中信建

投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稳居前三。

业内人士预计，2021年IPO融资规模或达

4900亿元-5000亿元，2021年再融资有望达到

1.4万亿元-1.5万亿元规模。券商再融资业务有

望迎来快速发展。

头部券商份额居前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1日，2020年

以来A股股权承销规模居首的是中信证券，总

承销金额为3125.44亿元， 是其2019年全年承

销规模的111.47%；排名第二位的是中信建投

证券，股权承销规模为2245.79亿元，是其2019

年全年承销规模的185.58%； 排名第三位的是

华泰联合证券，年内承销规模为1344.06亿元，

是其2019年全年承销规模的99.26%； 排名第

四位的是国泰君安证券， 股权承销规模为

1269.51亿元， 是其2019年全年承销规模的

112.76%；排名第五位的是中金公司，股权承销

规模为1101.13亿元， 是其2019年全年承销规

模的59.71%。

此外，2020年以来股权承销规模超过

300亿元的券商还有海通证券 （938.17亿

元）、招商证券（526.30亿元）、申万宏源承

销保荐公司 （406.75亿元）、 中国银河证券

（390.47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股权承销总规模排名前十

的券商市场份额合计为70.91%，而中信证券和

中信建投证券两家占比已达32.75%，接近1/3。

此外，IPO承销规模排名前十的券商市场份额

合计为71.38%。

从发行人的行业分布来看，共涉及22个行

业，其中以资本货物、多元金融、技术硬件与设

备、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为主。

看好再融资业务

长城证券认为， 虽然近期IPO发行有所趋

缓，但结合注册制改革相关情况，预计未来IPO

注册发行效率将逐渐提升。

展望2021年，长城证券看好券商股权

融资业务表现。 2021年 IPO融资规模预计

为4900亿元-5000亿元， 其中科创板 IPO

规模预计为 2400亿元左右。 在创业板注

册制改革推进下，预计创业板融资规模有

望达到1300亿元-1400亿元。 2021年再融

资规模预计将达到1 .4万亿元-1 .5万亿元

规模。

天风证券认为，2021年券商业务增量大概

率来自于包括衍生品、私募股权投资、融券、投

行等在内的机构业务。 预计2021年IPO募集资

金规模增速将回落， 但IPO业务的亮点是结构

优化。 注册制下的投行业务走向集中的趋势明

确，随着大项目逐步落地，后续券商IPO费率有

望持续攀升。

值得注意的是， 天风证券预计再融资

业务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业务集中度将持

续提升，头部券商平台化优势明显，人员

团队 、跨部门协同、风险控制等均具备竞

争优势。

探索“主题基金+基地式服务” 新模式

银河证券在镇江设立全国首家综合金融服务基地

□本报记者 张利静

12月18日至19日，银河证券在镇江设立全

国首家综合金融服务基地，积极探索“主题基

金+基地式服务” 新模式，更好发挥资本市场

功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设立综合金融服务基地，主要是

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进一步提升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

资能力。

加快推进镇江直接融资工作

12月18日，镇江市委书记马明龙会见中国

证券业协会会长、 中国银河证券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共炎一行，双方就开展深入合作、加快

推进直接融资进行了深度交流。 随后，双方举

行了中国银河证券－镇江市推进直接融资工

作座谈会。

马明龙表示，作为证券行业领先的综合性

金融服务机构， 银河证券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镇江区位优势独特，发展潜力很大，新发展格

局将为镇江和证券业发展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镇江欢迎并全力支持银河证券在镇江发展，并

将积极推介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主动对接，

希望银河证券充分发挥资本、人才、创新等优

势， 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和资本助力镇江企业

“跑起来” 。

陈共炎表示，银河证券着力推动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不断探索创新金融服务模式，设立

综合金融服务基地后， 将与镇江加强全面对

接，坚持以企业为中心，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

通过设立产业基金、 提供投融资服务等方式，

全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支持企业对接资本市场。

镇江市委副书记、市委统战部部长巩海滨

表示，将在银河证券的帮助支持下，积极抢抓

资本市场政策机遇，不断优化资本市场服务水

平，凝聚共识、增强资本要素集聚。希望银河证

券进一步支持镇江、关注镇江、推介镇江，帮助

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增强资本运作能力，共同

为镇江推进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实

施高效能治理,在谱写“镇江很有前途” 新篇

章中争得城市荣光贡献力量。

座谈会上，镇江市金融监管局、财政局、国

资委、城建集团、交通集团、瀚瑞控股等先后介

绍全市资本市场发展、产业基金运作、国企改

革等情况。中国银河证券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了近年来服务镇江有关情况及未来合作愿景。

双方就企业上市、股权融资、债券承销发行、业

务培训、干部挂职交流、谋划“十四五” 资本市

场发展、服务“镇江扬帆计划” 、设立镇江分公

司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初步达成多项

合作意向。

券企服务对接持续深入开展

12月19日，中国银河证券镇江综合金融服

务基地在镇江新区揭牌。 陈共炎、巩海滨共同

为综合金融服务基地揭牌，江苏证监局局长鲁

颂宾见证合作签约。

中国银河证券镇江综合金融服务基地揭

牌，标志着双方将围绕投融资、并购、企业上市

等开展深度合作，加速推动镇江企业借力资本

市场“跑起来” 。

值得一提的是，18日-19日， 双方分别在

镇江句容市和镇江新区举行两场券企服务对

接座谈会，银河证券相关部门深入对接镇江企

业上市、直接融资需求，为镇江上市公司及拟

上市企业现场指导，群策群力明方向，精准指

导促发展，共同加快培育资本市场生力军。

榕树投资董事长翟敬勇：

把钱分配到最有效的地方

□本报记者 周璐璐 实习记者 葛瑶

“寻找伟大企业，坚持好股好价” 一直是榕

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理念。 但是，价值投

资到底是什么？ 如何运用价值投资逻辑选择优质

标的？ 如何像巴菲特一样成为一名价值投资者，

寻找优质股，获得长期收益？ 如何弥合“知” 与

“行” 之间的巨大鸿沟？ 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围

绕“价值投资” 对榕树投资董事长翟敬勇进行了

专访。

不能在“后视镜”里看投资

中国证券报：您如何理解价值投资？

翟敬勇： 真正的价值投资是跟随时代变革而

变化，本质上是要把钱分配到最有效的地方，即能

够推动社会前进的领域。

具体而言， 价值投资的核心是投资未来现金

流贴现， 未来某个时点能赚多少钱， 把它贴现回

来，就是实现了投资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不能在“后视镜”里看投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运输军事装备的马

匹成为重要的作战工具，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机械化设备全面替代了马匹的作用。 映

射到投资领域，我们遵循的“价值” 必须以时

代为脉搏，是一种能给企业、社会文明带来发

展的价值。

假如带着现在的思维回到1920年， 该如何投

资？ 答案一定是投资内燃机等推动工业化的相关

领域。把时间轴再拉回到2020年，我们则要加码与

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

优秀的价值投资具有穿透力

中国证券报：在坚守“长期价值投资理念”和

“为客户快速获益”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价值投资

者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翟敬勇：投资一定要站在未来去思考今天你

做的任何一个决定，然而，准确预见未来5年、10

年某个企业的未来现金流状况并非易事。 优秀的

价值投资都具有穿透力。 至于穿透力从何而来，

这需要投资者长期跟踪、深度研究。 投资好比伯

乐相马，想要找出千里马，首先自己须达到伯乐

的水平。

选择投资标的不只是选择细分行业的龙头，

更要找出自身“本领” 过硬的公司。 在科技时代，

一定要寻找技术领先、产品精品化、以消费者为导

向的公司。

对于专业投资人来讲，确定好细分赛道之后，

就要不断缩小范围，找出优秀的标的。 一方面，要

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要关注企业文化

治理结构。

中国证券报：历经证券市场二十载，您是否抓

住过穿越牛熊的牛股？ 您是如何做出的判断？

翟敬勇：最典型的一只股票应该是贵州茅台。

我从2004年开始建仓贵州茅台， 彼时贵州茅台仅

有75亿元市值，而现在贵州茅台市值已升至2.3万

亿元左右。

当年选择贵州茅台的原因也是出于价值投资

逻辑。 一方面，投资应当趋向于选择具有确定性的

东西。 变化周期越慢的领域，确定性也相对越高。

另一方面，2004年正值中国刚刚进入消费升级阶

段， 但贵州茅台已经家喻户晓， 正是我们眼中的

“巨人品牌、婴儿企业” 。

时间是优秀企业的朋友

中国证券报：您曾经说过“榕树的优势在于深

度价值投资，就是选择和伟大的企业共同成长，共

赢未来”。 在您看来，“伟大企业”有哪些标准？

翟敬勇： 伟大企业是今天的企业经过25年到

30年后，仍然能够保持其伟大地位的企业,这是巴

菲特的原话,也是榕树对于伟大企业的定义。 时间

是优秀企业的朋友，分析完企业的确定性，然后等

待时间的检验。

前几年亚马逊在亏损的情况下， 市值依然超

过沃尔玛， 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不能在传统行业里

面打转。 泡泡玛特创始之初仅仅是一个小杂货铺，

但是上市首日市值便超过1000亿港元， 这是因为

其瞄准了年轻群体的消费心理和趋势。

中国证券报： 您认为当下私募行业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榕树投资未来如何迎接

挑战？

翟敬勇：私募的主要任务就是资产管理，对于

投资者而言， 挑选私募实际上是在寻找管理资产

的合伙人。 对于私募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投资者

的资产管理意识。

对于会计师、律师等行业，大家已经适应了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 这一逻辑。 其实

资产管理也是如此，私募就是帮助投资者将财富

重新分配到未来朝阳产业上。 寻找朝阳产业，寻

找确定性，给投资者不断创造未来可持续的财富

回报。

作为私募机构， 我们的目标是管长钱、 管老

钱，实现客户资产长期保值增值，成为一家值得托

付的资产管理机构。 具体来说，第一是要寻找伟大

企业；第二是要在正确的赛道上奔跑，不断拓宽自

己的能力边界；第三是寻找确定性，找到能够为客

户创造更多价值的优秀管理团队。

□

黑色系“霸屏” 盛宴正酣还是强弩之末

□本报记者 马爽

冬至到来， 北方地区进入一年中

最冷的时期，然而，本属于需求淡季的

黑色系商品交易却热火朝天。 12月21

日， 在国内商品期货涨幅榜单前八名

席位中，黑色系就“霸占” 了七名，其

中螺纹钢、热卷、线材期货触及涨停，

铁矿石收涨逾9%。

分析人士表示， 近期黑色系商品

价格上涨既有海外主要经济体部分先

行经济指标持续好转影响， 也有铁矿

石等原料基本面偏紧因素。不过，由于

短期价格涨幅较大， 淡季成材消费后

期存在下降可能， 短期需要警惕价格

冲高回落风险。

期市“狂欢”

21日早盘，大宗商品再次展开多

头行情，黑色系期货首当其冲。 盘中，

铁矿石、焦煤、焦炭等明星品种纷纷创

出价格历史新高，螺纹钢、热卷、线材

期货主力合约更是触及涨停。 文华财

经数据显示，截至收盘，螺纹钢、热卷

期货主力合约以涨停报收，铁矿石、焦

炭、焦煤、硅铁、线材期货主力合约分

别上涨9.68%，7.90%、5.25%、5.20%、

4.92%， 以上七品种均跻身当日商品

期货涨幅榜单前八名之列。

相比黑色系期货亢奋的多头行

情，钢材、煤炭板块表现相对“淡定” 。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1日收盘，

钢铁指数上涨1.3%， 煤炭指数上涨

0.72%。

山金期货研究所所长曹有明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由于目前国内煤

炭供应偏紧， 中长期来看这种格局较

难打破， 因此煤炭价格的弹性相对更

大，而它的成本又相对固定。 因此，黑

色系商品价格上涨必然会提升上游煤

炭、 采掘企业的盈利能力。 但相对来

说，中游如焦化、炼钢等企业受成本上

升影响，即使下游产品价格上涨，盈利

未必能改善，因为成本可能上升更多，

也会部分侵蚀盈利。 随着黑色系商品

价格上涨，上游焦煤、动力煤企业将会

明显受益。

牵一发动全身

黑色金属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条，各品种之间有很强的联动性，可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宏观角度来看， 国投安信期

货黑金研投团队张贺佳表示，美

国、日本、欧洲等海外主要经济体

部分先行经济指标持续好转，对于

黑色系等大宗商品“补库” 存在拉

动作用。

从国内方面来看，张贺佳表示，国

内宏观经济自疫情后迅速反弹并持续

稳步增长， 使得成材淡季消费仍然旺

盛，铁矿石、焦炭等原料基本面偏紧态

势日益显现， 也推动黑色系商品价格

连续上涨并创下新高。

若将时间周期拉长分析， 中信期

货黑色建材组分析师表示，今年9月下

旬，建材需求明显回升，进入10月之

后，建材需求大幅释放。 与此同时，板

材需求持续旺盛，尽管11月之后建材

需求季节性转弱， 但疫情持续影响海

外生产，导致出口需求大幅攀升，带动

板材交易火爆。

另外，四季度后钢材需求明显超

越预期，减产逻辑被证伪，原料端供

应矛盾发酵。 上述黑色建材组分析师

表示，以铁矿石为例，此前焦炭价格

大涨带动中品铁矿石需求，使得铁矿

石价格在11月之后跟随反弹。 由于四

季度钢材需求火爆，市场达成一致预

期， 认为明年上半年需求仍较强，这

将导致生铁产量继续上升。 而从供应

来看，2021年上半年铁矿石供应增量

较少，导致其在11月之后成为黑色系

上涨的“领头羊” ，由于反向抬升成

材成本，成材和原料价格进一步共振

上涨。

警惕高位回落风险

此轮黑色系多头行情会持续

多久？

在张贺佳看来，短期来看，黑色

系大涨并创下近年来新高后，基差已

大幅修复，目前的行情包含对未来良

好的“预期价格” ，黑色系整体估值

处于近年来偏高水平。 考虑到淡季成

材消费后期存在季节性下降预期以

及累库风险，黑色系后市存在冲高回

落的可能。

曹有明表示， 经历短期或中期调

整之后， 投资者有望迎来较好入场时

机。 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大概率

不会突然转向， 黑色系商品供应偏紧

状态一时也不会出现重大改变， 多头

行情应该会持续。

张贺佳也认为， 后期海外主要经

济体将在疫情中“复苏” ，继续推动黑

色系商品 “海外补库周期” 。 同时，

2021年中国仍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 ，宏观经济仍将稳步增长。 黑

色系等商品的基本面相对良好， 预计

后期价格仍有继续向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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