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政策出来后，包括很多做PPP资产证
券化的相关金融机构都来联系我们了”——当
12月26日证监会和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
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的消息传出后，昨日，龙元建设证券部
门的相关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近期资本市场上PPP概念股亦
比较活跃，龙元建设、龙建股份在12月27日双
双涨停后，昨日再度分别上涨4.13%和2.52%。
记者注意到，一方面，券商也纷纷发布研报表
示看好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另一方面，众多相
关上市公司亦表示将抓住相关政策机会，研究
可行性方案。

基金经理：基建板块最受益

12月27日，国泰君安表示，资产证券化政
策体系刺激开启，预计将PPP融资便利性大幅
提升，2017年PPP上有政策、下有业绩，持续看
好。昨日，长江证券表示，《通知》如果在明年有
效推行，可以有效解决PPP项目投资回款周期
长，导致参与企业流动性压力增大的问题，目
前时间点，看好PPP在2017年度的投资机会。

昨日，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对PPP项目启动
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PPP项目落地率。通过
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盘活资产，引入更多资金
来源。这对于推PPP项目早日落地是非常有利

的。预计2017年PPP项目落地规模应该会在两
万亿以上，这对于稳定经济增长也非常有利。”

杨德龙同时表示，“PPP概念股在2017年仍
然是一条投资主线，最受益的就是基建板块。
这个板块在2016年四季度已经表现了一波，在
2017年仍然有机会。”

龙元建设：很多金融机构来交流业务

在众多研究机构纷纷看好的同时，不少上
市公司也希望抓住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相关
机会，研究可行性方案。昨日下午，针对PPP项
目资产证券化相关政策的出台对公司将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
电龙元建设，公司证券部门相关人士对记者表
示，“目前，（公司）大部分PPP项目都因运营未
满两年而不具备证券化条件。不过，公司在做
PPP项目之初就一直认为证券化将是未来的方
向，所以我们目前承接的一些都是规范的PPP
项目，因为无论政府以后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肯定是会有这方面（规范性）要求的；另一方
面，我们一开始也专门组建了比较专业的团
队，包括找一些金融背景的专业人员。”

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虽然我们认为证
券化是一个方向，但相关政策的出台也快于我
们的预期。政策出台后，包括很多做PPP资产证
券化相关金融机构都已经来联系我们了，包括
可能的相关合作，业务上的交流已经开始，但要
真正落地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不过，公司一
定会去争取首批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名额的。”

此外，东方园林也在互动平台上表示，“资
产证券化有助于PPP项目融资，公司会抓住此
次机会，尽最大努力维护投资者利益”；现代投
资针对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亦表示，“公司将结
合发展现状研究产融结合的可行性方案。”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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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厨具桌椅1388003183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启 事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园林技
术专业毕业证李振，证书编号1296�
5120� 1106� 0000� 48，毕业证遗失，
声明作废。

店 铺
●转金沙旁800平米营业中旺铺

13882241299

厂房租售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
证，购即分割028-849446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招 商
●租运动拓展场地13348937994
●有项目寻合作13551198928
●租优质办学场地13980632817

再过几天就是新年，忙碌了一年的您，是不
是也准备放缓一下前进的脚步，收拾心情，精心
准备一份礼物来犒劳自己。

据悉，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已在新年
即将到来之际为大家备上了多重大礼，从过年别
致新颖的压岁红包到年终奖的便利发放、增值规
划；从贴心的境内外免费汇款到出境旅游刷卡消
费的超值返现、免费的资信证明；从5元观影活
动、购火车票抽免单到众多心动不已的美食价格
特惠、省钱攻略、抽奖活动，既能让您吃喝玩乐享
实惠，又能让您汇款、取现、理财更轻松。不信？那
您就接着往下看。

便捷的服务渠道 丰富的金融产品

作为全球第一大银行，便捷的服务渠道一直
以来都是工行引以为豪的优势。据悉，在成都地
区，工行目前拥有284家营业网点，其中主城区
186家，同业中排名第一，还开办了5家出国金融
服务中心，这让大家能真切感受到“您身边的银
行”的含义。

同时，工行还为广大客户提供了多元化的金
融服务产品，包括适合医疗、社保、有车族、学生
等不同类型客户需求的银行卡，大额存单、节节
高、薪金溢等存款创新类产品，稳利、增利、灵通
快线等不同期限、灵活多样、能满足不同风险承
受力客户的本外币理财产品，以及基金、保险、贵
金属、原油、大豆、天然气等投资业务，融e联、融e
购、融e行三大互联网平台更是功能强大：其中融
e联是业内独家防欺诈金融社交平台、一对一客
户经理在线服务；融e购是全国十大电商平台，线
上商城海量特惠年货商品等您淘；融e行能提供
7×24小时智能化电子银行服务，并可在线预约
办理银行业务。

5折美食5元观影 手机银行境内外免费汇款

看过了工行各大优势，相信您已迫不及待地
想拆新年大礼包了。好吧，让我们现在就动手。工
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新
春大礼包很实惠，包含信用卡、手机银行、开户等
多个领域。

据介绍，只要您有工行信用卡，即日起每逢
星期二，就能5折享美食、5元观电影；截至1月27
日前，每天去肯德基吃东西，扫码就能少钱（单卡
单日最多享受1次优惠，单个客户累计优惠不超
过15次）；截至2月2日前在宽窄巷子消费还有三
重优惠；如果您陪家人去境外消费，可享最长16
天免费WIFI，刷卡返现额高达21%，还有全球商
户7折大实惠。 如今，去银行网点办业务总难
免遇上排队，耗时且费精力，如果用手机银行就
简单多了。工行上述负责人称，该行这次在手机
银行上也给出了优惠，2017年1月1日起，新注册
手机银行并实现动户的个人客户，免费赠送一枚
通用U盾或电子密码器、参与抽话费活动。用手
机银行境内汇款，银行免收手续费；若汇往境外
27家工行，也免收手续费及邮电费。

春节快到了，只要您在春节前去工行任意网
点办业务，就有机会领取红包、中国结一份。同
时，在工行手机银行买火车票，有机会享受免单
优惠。

出门忘带银行卡，要取现怎么办？据了解，工
行新推出了ATM扫码取现业务，只需使用该行
手机银行扫码就能在ATM上轻松取现，还有机
会获赠1000元融e购商城通用礼券；2017年1月1
日起，每周四持ATM扫码凭条还可到网点领取
小礼品一份，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如果您是在工
银二维码活动商户处扫码支付20元以上，可享受
消费金额随机立减，最高千元的超值优惠。

让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礼包。工行四川省分行
营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您是一家企业的老
板，刚刚与工行建立了代发工资合作关系，工行
将免收代发工资企业账户开户费、首年代发工资
业务手续费，免收财智账户卡普卡首年年费（1个单
位客户限1张普卡免费）；若新增代发单位员工，可
免收开换卡工本费和年费、免收薪金卡小额账户
管理费；下载工行融e联还能免费接收余额变动提
醒，参加5元观电影活动等。

据介绍，对于该行六星级及以上客户，开立
个人存款资信证明手续费全免。

新办房贷送积分

昨日，工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如果您在工行申办个人住房贷款，或是做黄
金积存，将会有积分赠送。据了解，2017年1月至3
月，对新办理个人住房贷款的客户按照贷款金额
每1万元赠送1000个人综合积分（最高不超过10
万积分）。

（各类优惠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或关注“工
商银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微信号） （杨斌）

新年新气象
工行为您送大礼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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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一年收官时，定增市场迎来了井喷
行情。截至12月28日，12月定增家数为63家，
规模高达1273.74亿元。而仅在12月最后两
周，便有31家公司定向增发完成。不过，《每
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自2013年以来，四
季度是定增发行的传统旺季，定增发行数量
平均占到全年的35.6%，而今年9月~11月，单
月增发实际募集规模呈下降趋势，11月仅为
860.34亿元。

上市公司定增密集完成

11月，定增市场规模突然收窄，共有62
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了定向增发方案，融资
金额为860.34亿元。而在12月份，收窄的定
增市场再次出现回暖现象，12月定增规模
达1273.74亿元，较11月上涨48.1%。

富临精工、新纶科技、神州信息等个股
纷纷在12月完成定增，配套资金的募集规
模高达48亿元的艾迪西，也在12月发行完
成。而快递界大佬陈德军、陈小英也因发行
完成，成为艾迪西的实际控制人。为何在年
关之前，上市公司纷纷快速完成定增？

长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汪毅对记者
表示，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在股价较低的
时候进行定增，对于上市公司的股价有一
定的提振作用，并且由于三季报与年报时
间间隔较长，业绩对股价的影响较小，也是
较好的定增进入时间。

12月增发募资规模较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2011年~
2015年定增数据显示，每年12月增发的募
集资金规模都比较大。东方财富Choice数
据显示，2015年12月增发募集规模为2900

亿元，为2015年单月最大增发规模，是2015
年1月500亿元的单月最小增发募集规模的
5.8倍。而2014年12月增发实际募集规模为
1240.32亿元，为2014年单月最大增发募集
规模，是2014年2月135.15亿元的单月最小
增发募集规模的9.18倍。

此外，根据2011年~2015年单月增发实
际募集数据显示，四季度是定增发行的传
统旺季，定增发行数量平均占到全年的
35.6%，且每年的10月至12月，单月增发募
集规模呈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趋
势并没有在2016年出现。Choice数据显示，
2016年9月~11月，单月增发实际募集规模
呈下降趋势，直到12月份，收窄的定增市场
才再次出现回暖迹象。

深圳万里耀强资本执行董事周勇屹向
记者表示，上市公司纷纷在年末定增，主要
是因为上市公司的财务周期都是一年。上市
公司的定增项目很多都是购买资产，补充流
动资金，在年末之前完成，可以填充到上市
公司的年度报告中，让报表更加亮眼。并且
目前管理层比较鼓励非定价定增，选择这种
定增方式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今年9月~
11月的股票价格相对较高，但12月市场经历
了调整，这对选择非定价定增的机构也提供
了更高的安全边际。所以，在11月定增市场
收窄后，12月再次出现定增提速现象。

此外，记者注意到，近年11月、12月A股
市场的限售股解禁规模均上升，12月成为
全年解禁最高峰。Choice数据显示，今年12
月预计解禁股票规模在331亿股，解禁市值
约为3521.77亿元。这是由于去年12月出现
了一个定增发行的小高峰，时隔一年后，这
部分股权得以解禁。 （每日经济新闻）

昨日，A股市场延续调整，沪指下
跌12.42点，以3012.24点报收，创出本
轮调整的收盘新低。成交额进一步萎
缩，沪市仅成交1543.3亿元。2016年还
剩下最后两个交易日，看来今年的行
情或将在平静中度过。不过，值得关注
的是，一个市场重要的先行指标却在
昨日率先反弹了。

首先，达哥想说一下昨日指数走势。
在本轮调整过程中，此前沪指最低收盘
点位是12月20日（上周二）创下的
3102.88点。此后，本周一虽然沪指盘中
一度跌至3068点，但最终实现V型逆转，
昨日沪指刚好比上周二略低了一点点。
所以，如果从指数收盘点位来看，昨日
算是真正实现了二次探底。如果之后沪
指收盘点位不继续创出新低，大盘有可
能短期在这个位置形成平衡，即便不反
弹，也能守住3100点一线。

接下来，说说市场的一个重要先行
指标，那就是港股市场。前期，港股比A
股跌得更惨，恒生指数9月9日就在
24364点见顶了，一直调整到现在。昨日
早盘，恒指创下新低21488点，累计跌幅
达11.8%。不过，港股昨日也实现了逆

转。港股的反弹也有很重要的市场意
义，因为恒指年线就在21448点附近，若
昨日再往下跌40点，则年线告破。

除恒指外，国企指数（HSCEI）昨日
表现更强，涨幅达1.29%。而在港股上市
的国企股中，银行股表现强劲。此前达
哥曾多次说过，港股市场一直是A股的
重要先行指标。如果从这个意义来看，
港股率先止跌反弹，或许会对接下来A
股起到稳定作用。不过，从另外一个层
面看，港股的反弹也令A股显得有些
尴尬。数据显示，昨日港股之所以反
弹，与内地资金大举南下也有关系。昨
日，港股通（沪）净流入港股市场44.4
亿元，港股通（深）净流入港股市场
3.29亿元。如果港股上涨导致A股“失
血”，那么这样的上涨对A股究竟将产
生怎样的影响，有待观察。

其实，在达哥看来，2016年还剩下
最后两个交易日，市场极有可能就会
在平淡中度过，成交日益萎缩的状态
下，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即便短线有
反弹，但这是否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
阶段性见底，也是很难说的。2017年1
月份的到来，还有一些新的考验在等
待A股。 （张道达）

PPP资产证券化开闸被看好

●如果在明年
推行，可有效解决
PPP项目投资回款
周期长、导致参与
企业流动性压力增
大的问题。

●有利于提高
PPP项目落地率，
有效盘活资产，引
入更多资金来源，
对于稳定经济增长
也非常有利。

●PPP概念股
在2017年仍然是一
条投资主线，最受
益的是基建板块。

A股创收盘新低
一个先行指标却已反弹了

12月定增市场回暖
63家公司发行规模127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