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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A股IPO数量或达245只
机构：明年A股IPO还会提速

12月26日，随着道恩股份等3只新
股的申购，A股也迎来了2016年的最后
一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本周共有9只
新股发行。这样，12月份的新股发行数
量将达到48只，而全年新股发行数量将
达到245只。从年度新股发行数量上看，
位列A股历史上第三。

与此同时，根据证监会官网数据显
示，截至2016年12月15日，证监会受理
首发企业723家，其中，已过会38家，未
过会685家。未过会企业中正常待审企
业631家，中止审查企业54家。而在大量
企业排队待审以及今年下半年IPO提速
的背景下，德勤等机构预计明年A股IPO
将进一步提速。

今年IPO募资或达1615.67亿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假设
剩余9家企业在年内顺利完成申购发行
的话，2016年上市公司数目最终将达245
家，募资额为1615.67亿元。与2015年224
家企业IPO的1578.28亿元募资额相比，
数量和金额都有所上升，IPO家数同比上
升9.47%，但募资金额仅同比上升2.37%。

从月份上来看，2016年下半年，无
论是IPO企业的数量还是融资的金额都
较上半年有明显增长，其中IPO企业数
量由上半年的68家，增长到下半年177
家，IPO融资金额由上半年的324.65 亿
元，增长到1291.02亿元。

分市场来看，沪市IPO企业114家，
募集资金1108.39亿元，深市IPO企业
131家，募集资金507.28亿元，沪市继续
以更少的IPO数量超越深市获取更多
的融资额。

分行业来看，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分
类，IPO募集资金前三名的行业分别为
银行业、传媒业和化工行业，分别募集
资金达到114.83亿元、96.73亿元和53.95
亿元。实际上，今年包括无锡银行、常熟
银行、吴江银行、江阴银行、江苏银行、
杭州银行、上海银行、贵阳银行在内的
多家银行上市成功。

海天精工成最赚钱的新股

而面对200多只新股，申购成功的
投资者都获得了不错的回报。根据东
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2月26
日，200多只新股平均涨幅为354.48%，
而其中最赚钱的要属涨幅超16倍的海
天精工。

资料显示，海天精工发行价仅为1.5
元，为2000年以来发行价最低的新股，
但在其上市之后，却连收30个涨停板，
刷新了此前暴风集团29连板的纪录。12
月21日海天精工涨停收盘，创下最高价
34.29元/股，较发行价累计涨幅高达
2186%。换句话说，中签的投资者们除去
每一签1500元本金外，最多可以净赚
32790元。而截至12月26日海天精工收于

26.63元/股，涨幅依然高达1675.33%。
此外，截至12月26日，涨幅超过10

倍的还有优博讯和丝路视觉两支股票，
涨幅分别为1069.61%和1019.68%；涨幅
超过8倍的还有中潜股份、华锋股份、上
海亚虹、吉宏股份丰元股份、昊志机电、
威龙股份，分别为919.33%、901.61%、
896.66%、887.44%、840.86%、821.11%和
806.07%。

机构：明年A股IPO还会提速

德勤日前发布A股IPO市场2016年
回顾及2017年展望数据预计，2017年A
股将有380家至420家企业完成IPO，全
年融资额在2500亿元至2800亿元，即明
年新股发行数量和融资额较今年均增
长6成至8成。

而长城证券收购与兼并部总经理
尹中余则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从目前的速度来看，明年的IPO家数应
该是会比较多的。实际上，今年下半年
再融资（定向增发等）的速度是明显放
缓的，很可能是为了让路于IPO，明年很
可能会延续目前的节奏。尹中余同时表
示，按照目前的发行速度，目前未过会
企业中正常待审企业600多家排队企
业，明年一年基本就可以消化完毕，但
即使存量消化完毕之后，也会有更多的
企业来排队申请IPO。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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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市场，确实有些凶险。早盘，沪指跳空低开，
一度大跌超过40点，再创近期调整的新低。不过，下午大
盘却显著回升，并最终上涨12.42点，以3122.57点报收，
日K线收出带长下影线的阳线。

昨天，道达号（微信号：daoda1997）早评文章中，达哥
提到过一只股票——北特科技。根据其在上证所预约的
年报披露时间，该公司将是明年首家公布2016年年报的
沪市公司。因此，有可能要被游资短线炒一把。结果，一开
盘北特科技就被大单封死涨停，并且一直持续到收盘。

达哥文章中说了，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股票可以
作为学习案例，但是如果短线水平比较一般的话，就不建
议参与了。现在北特科技封“一字板”，想买也买不到。等
涨停板打开了，你买得到的时候，可能主力就在出货了。

接下来说一下大盘。昨天大盘惊天逆转，收出带长
下影线的阳线，这对多头来说，确实是有非常重要的市
场意义。上午市场太过凶险，跳空低开，然后股指不断创
新低，创业板指数更加危险，又破位了。如果昨天收不起
来，那2016年的年关，就真的不太好过了。

好在，最终多头还是努力了一把，顽强地收了回来。
但是，昨天这个金针探底，是不是意味着筑底成功，该重
新进场了呢？还记得11月9日，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的
当天，市场也来了一次金针探底，当时达哥是大胆喊出
了抄底的。但我这次却不这么认为。

首先，当时大盘处于明显的上
升趋势，大幅杀跌，可以抄底。而现
在却在下跌趋势之中，所处的市场
环境不相同。其次，当时大盘是明
显放量了的，多头进场非常积极。
而昨天，沪市仅成交1706亿元，继
续在缩量。所以，依然要保持谨慎。
对于昨天的金针探底，我认为只能
说是大盘止跌的一个信号，暂时缓
解了下跌的速度，还不能代表趋势
已经彻底改变，仍然处于一种可上
可下的选择之中。 （张道达）

追随改革开放的步伐，目前我国商
业银行内部体系建设、功能建设、产品
研发建设等逐渐成熟。但从实践方面
看，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商业银行在
不断发展的同时，怎样通过理财师合
理、科学地理财服务配置，既能实现客
户利益最大化，又能体现零售理财业务
服务配置差异化。

商业银行理财服务配置差异化具
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与价值。对于不断拓
展客户类别、挖掘不同层次客户群体的
需求与种类，最终实现商业银行利润增
加以及品牌建设与口碑建立等方面都
具有重大作用。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
光大银行是真正的践行者！
【关键词】理财服务；理财配置；差异

以客户为中心的理财配置差异化
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产品方面

光大银行对于客户层级差异化已制

定出不同类别与不同身份的方案。根据客
户在光大银行的存款金额或管理资产等，
将客户分为普通客户、潜力客户、优质客
户、财富客户、私人银行客户等，再根据不
同身份客户制定出不同类别的产品。

光大银行既有传统理财业务模块的
安存宝、T计划等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
银保类产品、贵金属类产品、基金类产
品，同时在高端理财业务模块的私人银
行理财产品类别中发展迅速，为光大银
行高端客户提供一流的金融服务方案。

针对已完成财富原始积累、目前财
务状况良好且日常生活开支较为稳定
的家庭，光大银行理财师提出以下专业
建议：预留一定比例活期或货币市场基
金，作为应急备用金。可通过信用卡工
具，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享受免息期以
解燃眉之急。多元化投资可以分散投资
风险，还能够获得来自于各个投资领域
的市场机会。例如购置不动产、选择风
险适中的固定收益类和以债券为主要
投资方向的基金类产品，都可以获得稳
健的收益。可将每月收入的结余做一份
基金定投，为未来做养老补充，也是一
种不错的选择。同时通过投资银保类产
品，在获得可期的收益外，得到充分的
人身、医疗、意外保障。
二、理念方面

配置服务差异化并不意味着普通类
客户的地位或者享有的服务就比高端客
户少。配置差异化服务在理念上的建立是
一种服务精神，体现了光大银行对于广大
不同层级客户给予不同类别的关怀。

针对创业初期的青年客户群体，创
业初期、生活消费开支较大且个人资金
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抗风险能力较低且
寻求资金安全性极高的客户群体，光大
银行理财师提出以下专业建议：客户应
选择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产品风险应
控制在三星级以下，这些产品属于中低
风险产品，风险可控，在不发生相关风

险的情况下，可获得稳健收益。
光大银行安存宝、T计划类、代销集

合资产管理类理财，既能满足资金面临
风险较低的情况，同时收益又优于定期
储蓄及国债。例如，保证收益型理财产
品安存宝，3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3.2%，
经测算，购买5万元到期后可获益400
元，远高于同期定期类收益。再如稳健
型理财产品31天预期年化收益率4.4%，
经测算，购买10万元到期后可获益373
元，收益非常可观。

理财师建议客户应将家庭投资资产
在期限上分类管理。短期投资（1天、7天、
双周、1-3个月）满足资金流动性需求，如
活期盈、定活宝、双周盈、优客理财等。经
测算，若客户购买活期盈产品，5万元预
期年化收益率3.15%，客户每天可获益
4.31元。中期投资（6个月-1年）满足资金
稳中求增，代销类集合资产管理类理财
如光大北斗星、广发多添利、天风天泽系
列产品便能满足客户需求。若客户购买
代销类集合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半年
预期年化收益率4.6%，10万元客户最终
可获益2268元。若客户购买代销类集合
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一年预期收益率
4.7%，10万元客户最终可获益4700元，收
益明显优于同期定期类储蓄存款。长期
投资（3-5年）满足资金稳定性且利益最
大化，需要考虑家庭财产、人身保障、子
女教育等问题，如代理银保产品安邦财
险三年期产品、恒大人寿五年期产品等。
若客户购买代销银保产品恒大人寿金玉
满堂一号两全保险（万能型）10万元，参
考历史结算利率5.5%，5年满期后客户可
获27500元，加上该产品复利计息的情况
下，客户获益更为理想。

通过理念层面的配置服务体系建立，
实现了客户对光大银行口碑的建立与信
任度，最终打造光大银行阳光财富品牌。
三、个性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表现为：针对不同类

别、不同层级的客户，给予不同产品方
案、服务方案、营销方案等服务。光大银
行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具备卓越领先的
同业影响力。2016年12月14日，在《亚洲
银行家》举办的“2016年亚洲银行家中
国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奖”评选中，光
大银行荣获“最佳私人财富质量”大奖。
这是2016年继获得“2016中国最佳私人
银行品牌”、“2016中国最佳创新银行理
财产品”（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最佳
私人银行-最佳风险管理奖”、“十大最
受欢迎投资类产品”（阳光集优量化组
合MOM）等大奖后，光大银行首次获得
由境外权威机构评选的私人银行奖项。

光大银行常年针对私人银行客户
举办的“静者远行”系列活动深受广大
客户好评！光大银行私人银行系列主题
活动的丰富多元化，成为个性化服务的
一大特色与亮点。

家族办公室的设立，以“家族信
托”、“高端保险”为载体，更为光大银行
高净值客户群体提供了专业、私密、高
效、高回报的、包括投融资、税务筹划、
法律咨询等服务在内的“一站式”综合
服务平台。针对家族企业的客户群体，
光大银行设立了一对一的私人银行家
顾问式服务模式与产品定制专属方案
服务模式，为高净值客户无论在投资获
益还是尊贵服务体验方面提供了个性
化的金融服务空间，践行做“企业与家
族的伙伴”这一品牌宗旨。
四、团队建设

光大银行建立、培育了一批有素
质、有能力、有服务主动性的队伍。一方
面，员工建立了良好的服务主动性，实
现了优质化服务与配置差异化服务相
结合的服务模式。另一方面，规范的服
务规章制度，规范着员工日常业务开展
的工作流程与工作习惯，建立良好的服
务氛围，最终实现了客户办理业务享受
差异化的服务。 （杨斌）

为支持企业发展、大学生自主创业，个贷中心继
续提供免手续费贷款，放款快，额度高且利率极低。急
需贷款的个人和企业可拨打电话028-86748844，或至
体育场路2号成都银行4~7楼（天府广场旁）申请银行
贷款，就有机会享受利息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最高额
度可达3000万。
■开启中国式合伙人战略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你有无抵押，个贷中心都将
为你获得极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个贷中心聚焦西南地区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即将
陆续在昆明、贵阳、泸州、重庆等地区建立集团分部。个
贷中心已开启中国式合伙人的战略模式，欢迎各地区
有识之士加入，共同成长，共享未来，合作热线：
028-86748844，手机：15208318723，联系人朱军。
■免手续费 有房就可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能申请20万元信用贷款，
安置房、按揭房、全款房、全款合同房只要有房都可
贷，无需手续费，免费办理！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轻松办贷款，想贷款可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
倍办理，月息最低2.5厘；也可通过社保公积金放大贷；还
可用个人商业保单贷款，将年缴保费放大60倍，可同时受
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行共同推出银
行贷款，只要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
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
均可办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包括信用、保单担保、动产抵押贷
款、不动产抵押、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
种。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
任何利息。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资金，也可拨打
028-86748844申请汽车贷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两小
时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个贷中心还打通各家银行通
道，推出贷款新
渠道：按揭车和
租赁公司的车
以及装过GPS的
车都可申请汽
车抵押贷款。

中国光大银行理财服务配置差异化构思

根据国家有关
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记不涉及任
何操作建议，入市
风险自担。

个贷中心续演
不收费时代

“金针探底”
操作更要保持谨慎

2016年数据：
A股IPO数量或达245只，募资

达1615.67亿。下半年无论是IPO企
业数量还是融资金额都较上半年有
明显增长。

最赚钱新股：
海天精工，涨幅超16倍；涨幅超

过10倍的还有优博讯和丝路视觉两
支股票。

2017年展望：
A股IPO还会提速，或有更多企

业排队申请IPO，新股发行数量和
融资额较2016年有所增长。

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高新支行
资深理财经理 段涛

西南大学经济民商法学硕士，
CFP、CPB持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