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2016 年最后一周在年终财政资金投放的护航下，中国银行

间市场 资金面相对平稳度过跨年考验，央行公开市场则借

势转向净回笼；央行此前在债市危急时刻接连出招托底维稳，

以避免系统性风险爆发，随着市场情绪平复，央行随即收力

表明中性态度仍未改。 

分析人士指出，不论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以及随后央行

的表态看，在确保守住底线的基础上，防风险挤泡沫将是明

年央行关注的重中之重，除外汇占款流失压力犹在仍需被动

进行基础货币投放外，短期内难见货币政策的放松空间。 

继今年中资已完成的海外并购大增 46%并创下 1,050 亿美

元的纪录之后，对海外资产的兴致可能保持稳健。中资企业

收购的资产涵盖各个领域，从电影公司到足球俱乐部都有。 

但国内外加强监管，可能导致中资企业更难收购其核心业务

领域以外的企业，或者进行资金来源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收购。  

银行家和投资者认为，除日本外亚洲市场的发股规模在今年

降至三年低点后，料将在 2017 年迎来反弹，受益于大中华

地区金融企业上市，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金融科技股首次公

开发行(IPO)，此外印度股权市场的进一步复苏也将推波助

澜。 

中国最大点对点贷款平台--中国平安陆金所招股规模高达 50

亿美元，电商巨擘阿里巴巴旗下金融部门蚂蚁金服以及中国

石化销售公司(Sinopec Marketing)也有可能在香港上市，这

些交易料将帮助亚太股权资本市场交易走出今年下滑 22.5%

的颓势。 

中国公司苦于应对高昂借贷成本以及不断增加的债务，更

多企业或将通过发行可转债融资，因利率上升增加了他们

的财务压力。 

在中国，可转债作为公司融资渠道而言是个小众产品，比

起股市、债市和贷款市场来说要小得多。但对具有良好成

长前景和较低信用评级的公司来说，这种债券相对直接负

债来说是更为便宜的融资渠道。 

有电信运营商寻求成为电视网络及电影工作室掌门。又有

主要软件公司收购全球最大社交网络之一。还有智能手机

生产商拿下可联网汽车音频扬声器生产商。2016 年的大

型交易具有空前变革意义。 

全球一些大型企业不甘被疲弱经济增长局面拖后腿，广为

寻找新的扩张渠道，从而促成了一笔笔与其核心业务沾边

领域的重大收购交易。受此推动，2016 年成为有史以来

并购交易规模第三大的年份，仅次于 2015 年和 2007 年。 

本周路透全球财经新闻荟萃，将对上文提及内容及更多金

融热点为您奉上详细报导与深度分析。依托路透全球新闻

平台，专业视角甄选一周精彩.浏览更多路透中文新闻，欢

迎登陆网站 http://cn.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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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财政投放担纲主力，托底维稳后中国央行中性态度未改 

作者 边竞 

路透上海12月30日 - 2016年最后一周在年终

财政资金投放的护航下，中国银行间市场 资

金面相对平稳度过跨年考验，央行公开市场则

借势转向净回笼；央行此前在债市危急时刻接

连出招托底维稳，以避免系统性风险爆发，随

着市场情绪平复，央行随即收力表明中性态度

仍未改。 

分析人士指出，不论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以及随后央行的表态看，在确保守住底线的基

础上，防风险挤泡沫将是明年央行关注的重中

之重，除外汇占款流失压力犹在仍需被动进行

基础货币投放外，短期内难见货币政策的放松

空间。 

他们并认为，短期内央行仍会倚重公开市场逆

回购、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常备借贷 便

利（SLF）等定向工具，考虑到降杠杆以及汇

率贬值压力等制约因素仍在，降准大招依旧慎

用；不过考虑到资金外流势头未减，若定向工

具扶助力不从心，中期看降准的可能性也不能

完全排除。 

“央行也说了触到底线的时候才会‘保’，说

明明年政策还是中性偏向保守的。”北京 一

券商分析师称。 

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预计，

明年上半年以“防风险+稳汇率”为主， 一季

度稳汇率的任务比较重，货币政策中性偏紧；

下半年则以“稳增长+稳物价”为主，不排除

降准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示，从根本上

说，“保”是基于底线思维，是非常态下 应

对危机的机制和措施，保的是底线，只有形势

发展到底线时才需要保。就金融风险而言，

“保”就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而过度追求“保”，必然妨碍市场配置资

源的效率。 

华东一银行交易员表示，一方面央行在上周维

稳市场行动中大规模投放，为舒缓年底流 动

性打了不小的提前量，此外最后几日的财政投

放也是预期之中的，公开市场顺势减力，一放

一收也顺理成章。 

中信证券固收研究团队指出，从历史数据看，

2011年起每年12月财政存款投放量都稳定在

万亿元以上，其中2013年和2015年更是接近

了1.5万亿元。近期货币市场紧张状况有所缓

解，央行在此时点公开市场对冲回笼，也属于

配合财政投放的针对性政策选择。 

他们认为，中长期看，流动性碎片化、周期化

的特征仍会贯穿2017年，因此央行主要采用公

开市场+MLF+SLF操作并配合以窗口指导进行

流动性调控的模式也料将延续，但从“去杠杆”

的中心目标出发，资金价格大幅走低的可能性

已不大。 

央行公开市场本周净回笼2,450亿元，其中今

日进行总额2,500亿元逆回购，单日净投放

1,000亿元，结束此前连续五日净回笼。周一

和周二公开市场仍为7/14/28天三个期限品种

组 合操作，而因到期日临近春节或落在节日

期间，周三至周五28天期逆回购缺席。 

尽管本周公开市场转为净回笼，但在财政投放

助力下，年内资金面相对平稳，仅前半周非银

机构跨年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相对突出，其中在

交易所市场体现得更为明显。 

上海证交所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周三尾盘一度

飙升至33%，创近三个月以 来高点，不过周

四起非银融入明显改观，资金价格也自高位快

速回落。 

降准短期无望，中长期空间犹存 

近期有关降准的讨论又再度热络起来，不过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为明年货币政策定调为

稳健中性，而且目前维稳人民币汇价也是央行

的主要任务，短期内就降准的可能性甚微。 

结合当前大环境来看，外汇占款持续滑落，央

行需要持续弥补流动性缺口，即便选择降准，

也已不能简单理解为货币政策的主动宽松；而

近一年来依靠逆回购和MLF滚动加量，央 行

虽然也实现了政策目标，但目前两者合计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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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的存量规模已巨，进一步扩张空间料逐

步受限，中长期看，以降准替换逆回购及MLF

的操作空间犹存。 

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谈到，

在经济未能实质企稳前，货币政策不存在收紧

空间，然而流动性冲击若持续，也不能排除降

准的可能。明年外汇流出形势仍不容乐观，加

上逾4万亿元的公开市场逆回购及MLF到期，

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只增不减，降准的逻辑依

然成立。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蔡浩则表示，

“要是时间跨度在2017年，那我认为（降准）

有戏，要是近期，央行在努力保人民币汇率7

呢，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降准呢？” 

他进一步指出，从补充流动性的角度来看，降

准确有需求，但是考虑到人民币贬值预期、防

范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的因素，未必即刻会实

施，具体还要看国际国内金融市场形势的进一

步发展。央行现在是要降债市杠杆，降金融机

构杠杆，防止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引发国内

金融市场动荡，避免形成系统性风险。 

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央行即便降准，也

会回收其他政策工具释放的流动性。今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对流动性的描述是维护基本稳定，

对货币政策的描述则是保持稳健中性， 所以

即便明年降准，流动性也不会像今年上半年那

么宽松了。 

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

军周三建议称，应择机调低银行存款准备 金

率，适度对冲由MLF（中期借贷便利）和PSL

（抵押补充贷款）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进行

合理有效的切换。 

央行2015年6月25日重启逆回购，自2016年春

节前起，公开市场操作频率加密至每个工 作

日均可进行，春节后至8月中上旬都仅进行七

天期逆回购操作。8月下旬和9月中旬则先后重

启14天和28天期逆回购，并灵活搭配开展操作，

但逆回购期限拉长也引发市场对监管层有意降

杠杆的忧虑。 

除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

(SLF)外，中国央行在2014年三季度还创设 并

开展了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操作对象包

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较大规模

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 

此外，2014年4月央行创设抵押补充贷款

(PSL)，并在2015年10月将PSL对象在此前国

开 行基础上，新增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主

要用于支持三家政策性银行发放棚改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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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资海外并购创纪录，料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 

编译 张涛/郑茵/侯雪苹 

路透香港/北京 12 月 30 日 - 继今年中资已完

成的海外并购大增 46%并创下 1,050 亿美元的

纪录之后，对海外资产的兴致可能保持稳健。

中资企业收购的资产涵盖各个领域，从电影公

司到足球俱乐部都有。 

但国内外加强监管，可能导致中资企业更难收

购其核心业务领域以外的企业，或者进行资金

来源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收购。 

尽管过去一年中资企业已公布以及已完成的海

外并购金额创出历来最高水准，但因美国和其

它西方国家给买家设置了更大的监管阻力，最

后因此搁置的并购案数量也创纪录最高。 

在特朗普下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这类监

管阻力可能变得更加严重。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就流露出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 

银行家与律师表示，未来的并购交易也可能面

临中国加强限制资本外流的威胁。中国加强资

本管控，是为了减轻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至于 2017 年，目前来看，由于政治不确定

性和资本管控等方面的因素，规模可能小于

2016 年，”总部在芝加哥的 Lock Lord LLP

的国际合伙人 Charles Wu 表示。 

根据汤森路透数据，因担心中资持有战略性资

产及某些并购可能引发安全问题，今年有共计

金额 356 亿美元的中资企业并购计划告吹，创

纪录最高。去年失败计划总金额仅为 20 亿美

元。 

大型并购案失败最多的是在美国市场，那里是

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首选目标。 

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开始审核资本项下

500 万美元或以上资金的汇出，并加大对大型

海外并购交易的外汇审查，因担心人民币兑美

元触及八年低点后，或有更多资金流向海外。 

中国银行界资深人士表示，这应会让新近考虑

全球并购交易的中资企业望而却步，特别是那

些试图购买的资产与自己核心业务并无直接关

联，或者说不清并购资金来源细节的企业。 

本月，中国铜加工企业安徽鑫科材料撤回对一

家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的控股权收购提议，后

者曾主导制作奥斯卡获奖影片《拆弹部队》和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在监管公告中，鑫科材料并没有完全说明自己

为何退出，把撤回归因于缺乏目标公司的“完

整相关材料”。 

中国房地产和娱乐巨擘--大连万达集团在这方

面更成功一些，该集团上月再度扩大在好莱坞

的并购版图，签署了以 10 亿美元收购 Dick 

Clark Productions 的协议。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安邦保险突然放弃以 140

亿美元竞购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令这项原本

可成为中国买家收购美国企业的最大并购案戛

然而止。 

目前还有逾 800 项已宣布的交易有待完成。银

行家及律师警告称，许多交易可能都会半途而

废。 

律师表示，面对中资企业海外并购押注的不确

定性，海外卖家可能要求更高的分手费，以确

保中资竞购方对他们完成交易的能力抱有信心。  

律所 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的合伙人 Betty Yap 称，在某些情况

下，卖家可能要求以最多 10%的交易金额作

为分手费，而在之前的一些交易中，分手费占

交易金额的比例还不到 5%。 

“人们对有(中国)政府支持的并购仍满怀希望，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日，但资本外流最终应当不

是问题，”她说道。“但在资本外流的情况下，

对于卖方的审查明显加强。”(完) 

  
中资海外并购交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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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企业上市料将推动亚太地区IPO市场在2017年反弹 

编审 郑茵/王颖/陈宗琦/龚芳/于春红 

路透香港 12 月 30 日 - 银行家和投资者认为，

除日本外亚洲市场的发股规模在今年降至三年

低点后，料将在 2017 年迎来反弹，受益于大

中华地区金融企业上市，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

金融科技股首次公开发行(IPO)，此外印度股

权市场的进一步复苏也将推波助澜。 

中国最大点对点贷款平台--中国平安陆金所招

股规模高达 50 亿美元，电商巨擘阿里巴巴旗

下金融部门蚂蚁金服以及中国石化销售公司

(Sinopec Marketing)也有可能在香港上市，这

些交易料将帮助亚太股权资本市场交易走出今

年下滑 22.5%的颓势。 

预计交易的数量将会增长，因中国有关当局近

来采取措施，放宽 IPO 的审批，旨在帮助控制

内地飞速增长的企业债务，并缓和经济放缓的

冲击。 

咨询公司安永亚太地区 IPO 主管蔡伟荣(Ringo 

Choi)说，中国监管机构“将继续向许多企业

(特别是银行业)提供流动性，以帮助经济”。 

“有大量企业准备上市，投资者的信心也没有

因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动荡而受损，我们预计大

中华地区的交易所在 2017 年仍将是最活跃的

IPO 市场。” 

2016 年亚太地区股权资本市场活动有所降温，

因疲弱的首次公开发行(IPO)表现抑制了本地

区的股票新上市需求，而且上市公司也因市况

动荡而缩减了二次发售。汤森路透初步数据显

示，2,074 亿美元的股权发售规模是自 2013

年低至 1,590 亿美元以来的最低水平。 

根据截至 12 月 28 日的数据，后续股权发售下

降了 29.3%，远远超过 IPO 降幅 2.4%。 

香港连续第二年夺得全球最大 IPO 市场宝座；

安永估计，2017 年香港新股上市规模约为

260 亿美元，略高于 2016 年的 250 亿美元。 

明年香港潜在的大规模上市股票包括陆金所网

路投融资平台(Lufax)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

服，后者最新估值为 600 亿美元。这两项 IPO

之中的任何一项，都将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公司

的最大规模 IPO。那些在过去几年融得数以十

亿美元计资金，并经历快速成长的中国初创公

司，都在排队等候 2017 年或 2018 年 IPO。 

“未来几年我们将关注大型的、非常强健的

IPO 候选企业，”Hamilton Lane 管理人士

Juan Delgado-Moreira 表示。该公司投资于风

险资本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 

银行家和分析师表示，主导 2016 年亚洲股权

发售市场的金融服务公司明年将延续这一势头。

可能赴港 IPO 的包括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至多

15 亿美元的交易、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至多 10 亿美元的 IPO，以及平安证券

至多 10 亿美元的交易。 

除了 IPO 活动之外，部分已上市的金融服务公

司可能在其他交易所寻求二次发售，以进行扩

充，其中中国券商国泰君安打算在香港至少募

资 20 亿美元；中国银河证券则准备在上海发

股筹资约 17 亿美元。 

至于其他亚太地区，韩国新股上市活动料迎来

表现强劲的一年。移动游戏公司 Netmarble 

Games 希望藉由上市筹资 18 亿美元。乐天集

团旗下乐天酒店可能也将重启 45 亿美元的

IPO。而在新加坡，根据汤森路透刊物 IFR 报

导，新加坡电信宽带(宽频)分支 NetLink Trust

可能募资多达 25 亿美元。 

印度 2016 年 IPO 交易达到 40 亿美元左右，

为 2010 年达到创纪录的 84 亿美元以来表现

最佳的一年。银行家预计明年将再有强劲表现，

尽管总理莫迪近期宣布了高面额货币的废钞令。  

可能的 IPO 交易包括国家证券交易所(National 

Stock Exchange)最高达 10 亿美元的 IPO，以

及拥有收费道路的基础设施公司 Reliance 

Infrastructure 的 4.4 亿美元 IPO。 

“就 IPO 来说，明年应该也会相当强劲，” 

Kotak Investment Banking 股权资本市场业务

主管 Subhrajit Roy 表示。 

“由于废钞令，某些行业的某些案例估值可能

必须调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废钞令可能使

得大量存款流向金融行业，”Roy 表示。(完) 

  

亚太股权资本市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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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并购交易规模创纪录第三高,企业变革促成众多跨界收购 

编译 刘秀红/王兴亚/高琦/徐文焰/戴素萍 

路透纽约/伦敦 12 月 29 日 - 有电信运营商寻

求成为电视网络及电影工作室掌门。又有主要

软件公司收购全球最大社交网络之一。还有智

能手机生产商拿下可联网汽车音频扬声器生产

商。2016 年的大型交易具有空前变革意义。 

全球一些大型企业不甘被疲弱经济增长局面拖

后腿，广为寻找新的扩张渠道，从而促成了一

笔笔与其核心业务沾边领域的重大收购交易。

受此推动，2016 年成为有史以来并购交易规

模第三大的年份，仅次于 2015 年和 2007 年。 

“企业在重塑自我，以新的方式审视自身业务，

揣摩他们如何去猎取业务，同时又避免成为猎

物，这就打开了交易流的闸门，”摩根大通并

购业务全球联席主管 Chris Ventresca 称。 

在这些具有转型意义的交易中，有今年最大一

宗并购案，即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以 854

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后者旗下资产包括 TNT、

CNN、HBO 等有线电视频道以及华纳兄弟电

影公司。 

其他这类交易包括软件巨头微软以 262 亿美元

收购专业社交网络领英(LinkedIn)，韩国三星

电子以 80 亿美元收购汽车电子配件制造商哈

曼国际工业(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科技影响实业的步伐以及更为传统的行业部

门之间趋同，从未像现在这样处于人们思想的

前沿，”花旗北美并购主管 Cary Kochman 表

示。 

意外事件 

根据汤森路透初步数据，2016 年全球并购规

模降至 3.6 万亿美元，较上年的纪录高位减少

17%，而并购案件数仍基本持平，为 44,688

件。 

尽管 2016 年全球突显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并

且英国公投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意外

事件的发生更是加剧这种动荡，但全年的跨境

并购活动依然占到总体并购交易的近 40%，

反映出公司继续将业务触角扩展到它们的核心

市场之外。 

“在审视一宗交易时，不可能不考虑所谓的政

治不稳定问题，还将有别的公投和选举有待举

行。”美国银行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并购业务

部主管 Luca Ferrari 说道。 

以农业部门为例，该领域整合加速，德国药品

和农药制造商拜耳斥资 660 亿美元收购美国农

业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中国化工集团则以

430 亿美元巨资收购瑞士种子公司先正达。 

中国的对外跨境收购案总计达到 2,210 亿美元，

较 2015 年创下的纪录 1,090 亿美元增长了逾

一倍，其中的近三分之一发生在美国，突显出

中国这个亚洲成长引擎正在极力获取更多的资

源。中国在美国进行的收购交易总值较 2015

年跳涨 841%。 

“亚洲公司在追逐交易方面表现出更坚定的决

心，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获得本身所缺乏的那种

全球经营规模和各种专业技能。”高盛的全球

并购部门主管之一 Gilberto Pozzi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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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一样，部分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规模

或者寻求成本协同效益。此类交易包括加拿大

燃气管道运营商 Enbridge 斥资 280 亿美元收

购 Spectra Energy、以及德国工业气体集团

Linde 与美国 Praxair 规模超过 650 亿美元的

合并案。 

“很多这种交易完全就是业务整固，意在主动

出击巩固自身的地位，”瑞士信贷全球并购业

务联席主管 Robin Rankin 指出。 

监管风险 

当然，并非所有已宣布的并购交易都能走到最

后，因为在最近一波并购潮之后，监管机构和

政界人士的审视眼光变得更加苛刻。 

制药商辉瑞在美国财政部出台打击税负倒置交

易的新规后，放弃以 1,600 亿美元收购总部设

在爱尔兰的同业艾尔建。该交易是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的税负倒置计划。 

再比如，办公用品连锁供应商史泰博(Staples)

和同业欧迪办公(Office Depot)也取消了 63 亿

美元的合并计划，因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基于反

垄断疑虑而予以阻挠。 

这两件交易都是在去年宣布的。 

“2015 年，企业在开展战略并购方面变得格

外积极，他们觉得这样做势在必行，在这样的

背景下，从交易风险角度来看，企业愿意接受

挑战，”巴克莱全球购并主管 Gary 

Posternack 表示。 

2016 年撤回的全球购并交易总金额为 8,040

亿美元，因有更多的企业遭遇这类阻碍。 

“你不能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最大型的交易上，

这种做法往往会犯错，”瑞银美国购并共同主

管 Marc-Anthony Hourihan 表示。 

由于股市上涨提高了估值预期，让买卖双方更

难就价格达成一致，因此并非所有希望达成的

交易都赶得上董事会会议。 

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推特的求售企图最终功败垂

成；同时美国工业巨擘联合技术(United 

Technologies)拒绝了对手霍尼韦尔(Honeywell)

达 907 亿美元的出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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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股权融资规模下滑，银行业者对前景持谨慎态度 

编译 王琛/王丽鑫/侯雪苹/陈宗琦 

路透伦敦 12 月 30 日 - 周五的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股权融资规模下降超

过四分之一，受地缘政治冲击、以及多宗首次公开发行(IPO)失败的影响，

而 2017 年的前景看起来也摇摆不定。 

汤森路透股权资本市场(ECM)截至 12 月 28 日的数据显示，2016 年企业的

股权融资规模为 6,489 亿美元，2015 年为 8,730 亿美元。 

通过 IPO 筹得的资金规模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为 1,306 亿美元，尽管今年

后期股指触及纪录高位。 

“今年股市动荡。曾出现过 IPO 已启动但未能完成的情况，而供股也有所

减少，”摩根大通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股权资本市场业务主管

Achintya Mangla 说道。摩根大通的全球供股和 IPO 业务表现在同业排名

中占据首位。 

“2017 年仍将充满不确定性且动荡，我预计 IPO 的规模和今年差不多。” 

Mangla 还称，虽然他预计 IPO 活动不会升温，但供股和并购相关融资可

能增加，有望提升股权资本市场的整体交易量。 

今年最大手笔的 IPO 是 9 月中国邮储银行上市，定价处于指导区间低端；

股票挂牌后最初持平，但此后已下跌逾 10%。 

欧洲支付服务企业 Nets 和能源企业 Innogy 在完成大规模 IPO 后股价下滑，

令投资者十分不安，导致银行人士在 2016 年第四季的一系列其他企业

IPO 中无法获得足够的认购支持。 

IPO 通常需要至少四周时间完成，一些 IPO 的取消被归咎于市场波动。欧

洲 IPO 数量较 2015 年减少一半以上。 

这种情况可能会在 2017 年继续，法国、德国和荷兰将举行大选，英国也

将正式启动退欧程序，这些预计会限制适合 IPO 的窗口期数量。 

蓄势待发 

但一些大型交易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可能有助于提振未来一年的股

权融资活动。 

西班牙电信已聘请瑞银、摩根士丹利和巴克莱，担任其英国移动业务 O2

上市的全球协调人。该业务上市融资规模可能约为 100 亿英镑(122 亿美

元)。 

西门子旗下保健业务子公司计划进行 IPO，拜耳也将筹集资金、为收购孟

山都提供支持，这些也可能成为大规模交易。 

与此同时，意大利裕信银行计划通过发股融资 130 亿欧元(136 亿美元)，

以清理资产负债表，保护自身免于陷入银行业危机。 

瑞士信贷计划让其国内业务上市，以融资最多 40 亿瑞郎(39 亿美元)。据称

德意志银行也在考虑强化资本的各种选项。 

传讯应用程序 Snapchat 提出首次公开发行的决定，也有可能说服其他科

技企业起而效尤。 

“科技企业的估值在私募市场向来都能达到相当诱人的水准，不过私募资

金领域的热度有所降低，IPO 的途径看起来更有吸引力，”巴克莱欧洲、

中东与非洲股权资本市场联席主管 Tom Johnson 表示。 

“若美国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上市进行顺利，我们预期有更多企业也会跟

进。” 

不过，对于投资者明显把兴趣从固定收益领域转向股市，就能保证发股能

顺利进行这点，部分银行界人士态度较为谨慎。 

“这看起来像是牛市，但投资者还是得精挑细选，”Johnson 表示。 

“今年的市场表现好坏不一，因此会有一些顾虑，估值也必须反映这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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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债发股都不划算，中国企业转向可转债市场 

编译 王颖/王琛/侯雪苹/刘秀红 

路透香港 12 月 23 日 - 中国公司苦于应对高昂

借贷成本以及不断增加的债务，更多企业或将

通过发行可转债融资，因利率上升给增加了他

们的财务压力。 

在中国，可转债作为公司融资渠道而言是个小

众产品，比起股市、债市和贷款市场来说要小

得多。但对具有良好成长前景和较低信用评级

的公司来说，这种债券相对直接负债来说是更

为便宜的融资渠道。 

银行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

/FED)12 月升息并暗示明年加快升息步伐之后，

这个亚洲最兴旺的可转债市场发行活动料将加

速。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上任后的不确定性状况，

加之外界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也将加剧市场波

动，这可能令企业不敢进一步增加债务负担。 

“亚洲的未偿债规模以及现行的杠杆率意味着，

固定收益市场将很难以借款企业所希望的水平

进行再融资，”瑞穗可转债全球负责人 Miles 

Pelham 说道。 

“近期国内外利率上升将迫使更多的中国借款

企业发行可转债，以确保能用较低的票面利率

进行再融资。” 

银行业人士称，一些仍有未偿还可转债的企业

或在明年重返债市进行再融资。2017 年将有

可转债到期的企业包括新奥能源(ENN Energy)、

恒安国际(Hengan International)和晶科能源

(Jinko Solar)。 

需求上升 

今年截至目前，除日本以外亚洲地区的可转债

发行规模较上年同期小幅下降至 51 亿美元，

为连续第二年下降。但 2016 年的总规模中扣

除了 66 亿美元的交易，因银行业人士认为这

部分交易并不能代表总体趋势。 

“我们发现与股权相关的融资意愿有所上升，

发行人仍可享受零或较低的票面利率，”摩根

大通执行长 Gaurav Maria 说道。 

他表示，此类发行在没有立即稀释公司股票或

他们在上市公司的持股的情况下，通过可转债

也实现了诱人的转换溢价。 

中资发行人今年通过这些混合工具融资 25 亿

美元，2014 年和 2015 年的融资规模分别为

46 亿美元和 36 亿美元。相比之下，他们通过

传统债券融资 771 亿美元。中资发行人在亚洲

以美元计价的可转债市场占逾半壁江山。 

今年的融资大案中，不包括软银筹集 66 亿美

元的交易，软银在未影响阿里巴巴股价的情况

下出脱了对后者的持股。 

可转换债的利率上升，显示出融资选项紧张，

且企业认为其股票被低估。中国沪综指 目前

的市盈率为 13 倍，日股日经指数的市盈率则

超过 20 倍。 

“我们正在控制我们的净负债和债务，因为在

周期性低谷，能拯救你的是现金，” 晶科能

源的董事 Sebastian Liu 称。 

“未来可转债仍将是我们降低融资成本的一个

选项。我们在努力控制随着我们市场份额成长

而可能增多的债务。这是成长和债务之间的一

种权衡。” 

在债券收益率一路蹿升而信贷环境愈发收紧之

际，这种策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坐拥数以十亿美元计投资的中资借款人，还可

以通过发行可转为另一家公司股份的零息债券，

寻求将交叉持股变现。 

国有巨头宝钢股份和长江电力就是通过发行零

息可转债，溢价清算了对中国建设银行的持股。  

“我们预计在中国，会有越来越多交叉持股通

过可转债进行清算，国企及综合企业借此实现

其投资的价值，”瑞穗银行的 Pelham 称。 

“这些持股会使他们获得零成本融资，并能够

溢价售出不再属于他们核心策略的企业的股

票。”(完) 

  

亚洲可转债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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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限制资本外流，或使日企在海外并购中占得上风 

编译 李春喜/张明钧/刘秀红/于春红 

路透东京/新加坡 12 月 28 日 - 银行人士和律师们表示，明年日本企业或许

成为并购市场上的一股重要力量，因为现金充裕的日企在海外其他地方通

过并购取得业务增长，而中国政府打击资本外流则禁止一些公司对外收购。 

日本国内由于数十年经济停滞和人口萎缩，增长前景难有起色。汤森路透

数据显示，截止今年 12 月 19 日，日本公司在海外投入 930 亿美元进行并

购，与 2015 年全年创下的纪录高位 960 亿美元相差无几，但远远高于

2013 年的 510 亿美元。2016 年迄今，中资公司在并购方面已经投入

2,170 亿美元。 

政府数据显示，日本公司持有的现金达到创纪录的 3.2 万亿美元。上述银

行和律所消息人士称，明年日企的对外并购预计继续保持较快速度。 

尽管最近日圆兑美元贬值，使得收购美国资产要支付更多日圆，但也意味

着日企将从海外资产赚取更多日圆利润。 

在最近的并购交易中，日本朝日集团控股击败包括中国华润在内的竞争对

手，以 73 亿欧元从百威英博手中收购五个东欧啤酒品牌。 

消息人士向路透表示，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出新招严控资本外流，要求

资本项下 500 万美元或以上资金的汇出报外管局审批，并加大对大型海外

并购交易的外汇审查，包括此前已获得外汇额度的交易。 

“日本买家资金成本偏低、现金余额强劲、且有将资产自国内市场向外分

散的强烈意愿，”香港德意志银行亚太并购主管 Mayooran Elalingam 表示。

“在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像中国买家那样的监管或政治限制。” 

酿酒业者寻求交易 

这些银行界人士称，手上现金不断增加的日本保险业者，可能会积极寻找

海外收购标的。举例来说，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资产规模居日本第三大的

民间保险业者明治安田生命，正看上澳新银行寿险及财富管理业务。 

一名负责并购业务的欧系投资银行人士向路透表示，日本饮料业者也可能

进行海外收购，他提到三得利控股和麒麟控股。麒麟控股和朝日集团控股

都曾表示有意收购越南最大酿酒商 Saigon Beer Alcohol Beverage 

Corp(Sabeco)，及其规模较小的同业 Habeco。 

麒麟控股对此不予置评。三得利控股称并未考虑任何具体的交易，反而会

把重点放在整合 2014 年收购而来的 Beam；Beam 的产品包括 Jim Beam

品牌的波本威士忌等酒精饮料。 

一名朝日集团控股发言人表示，目前有兴趣评估 Sabeco 及 Habeco。

Sabeco 不予置评，Habeco 则是未回应路透的置评请求。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Herbert Smith Freehills)并购事宜合伙人 Alexis 

Papasolomontos 称，明年自然资源领域可能也将上演中日竞争大战。这

一领域向来为中国所青睐，但日本也越来越感兴趣。 

汤森路透数据显示，2016 年日本买家在能源和材料领域投入 90 亿美元，

高于 2015 年的 50 亿美元。聚焦收购能源和食品资产的中国则在这一领域

投下创纪录的 870 亿美元，2015 年为 160 亿美元。 

然而，日本的海外并购记录并不尽如人意。东芝周二称，考虑就去年旗下

西屋(Westinghouse)收购美国核电业务提列数千亿日圆的商誉减值损失。

导致其股价暴跌。 

日本野村控股今年稍早宣布进行痛苦的重组，因该公司在将近六个月时间

内在海外市场亏损约 30 亿美元。该公司曾在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后收购其亚

洲和欧洲业务。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收购 CIT 飞机租赁业务方面，日本 Century Tokyo 

Leasing 就是中国海航集团旗下公司的手下败将之一。制造业方面，有消

息人士告诉路透，美国通用电气(奇异,GE)家电业务出售事宜吸引日本买家

兴趣，但这些买家并未认真争取，最终由中国青岛海尔一家子公司赢得竞

标。 

“我们预计各行各业将继续出现大量并购活动，”高盛的日本并购主管

Yoshihiko Yano 称。“鉴于日本人口减少且老龄化，日本企业为求增长在

海外进行并购是不可避免的。” 

特朗普效应 

日本企业为美国市场所吸引，因为美国经济成长大体上高于日本，而且美

国人口在增加。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誓言降低企业税负、对基建进行投

资并减少企业监管，意味着美国市场的吸引力可能将增加。 

“美国对日本企业的吸引力不会改变，”野村证券并购业务的全球主管

Shinsuke Tsunoda 称。 

软银社长孙正义本月会见了特朗普，承诺对美国初创企业投资 500 亿美元。

这凸显了日本企业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具有信心。 

律师称，考虑到特朗普的反华言论，日本企业也可能因此较中国竞争对手

占上风。 

鉴于特朗普威胁将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并给中国贴上汇率

操纵标签，美中关系将可能经历一段更加紧张的时期，至少在特朗普执政

的最初几个月内如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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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型及宏观对冲基金2016年日子难过，但料将柳暗花明 

编译 戴素萍/张涛/李婷仪/张荻/龚芳 

路透伦敦/纽约 12 月 23 日 - 对一些股票型基金和押注宏观经济趋势的基金

来说，2016 年一直是另一个需要忘记的一年。这两类基金在规模 3 万亿

(兆)美元的全球对冲基金产业中占很大一部分。 

在投资人追求较低的手续费，以及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钝化的夹击下，

那些押注信贷、以及大宗商品、能源和新兴市场反弹，或者是美国大选将

刺激美股大涨的基金，才是大赢家。 

表现敬陪末座者有伦敦的 Crispin Odey，他旗下的 Odey 欧洲基金在 12 月

初下跌了约 50%；在美国的 Passport Capital 基金经理人 John Burbank，

他旗下的特别机会基金(Special Opportunities fund)在进入 11 月时下跌了

24%。 

汇丰数据显示，12 月初为止，多元化全球股票型基金平均亏损 4.8%，同

期，侧重于欧洲的基金亏损 4.7%。 

该数据还显示，以重大宏观经济因素为交易导向的“全球宏观”基金，平

均涨幅仅有 1.8%；利用电脑程式来辅助交易的“系统性全球”基金更是缩

水 2%。 

目前绩效图表上排名靠前的是一些近几年表现落后的基金，比如美国

Dorset 能源基金，该基金对能源公司的押注助其净值劲扬将近 80%，主要

拜原油价格跳升逾 40%所赐。 

侧重于股票投资的 Russian Prosperity Fund 则增长将近 55%，受惠于石

油出口大国俄罗斯主要股市大涨逾五分之一。 

基金行业追踪公司 Eurekahedge 数据显示，到 12 月中时，所有类型的对

冲基金平均涨幅为 3.5%，表现落后于成长 4.5%的 MSCI 明晟发达市场指

数。 

管理费下降 

产业追踪机构 HFR 表示，在这种困难背景下，主动型基金的数量自 2014

年以来首次降至 10,000 家以下，整体平均管理费与所管理资产之比降到了

1.5%。 

HFR 表示，全球对冲基金有超过半数采用股票或事件驱动对冲基金策略。 

“总体来看，由于缺乏净资产流入和业绩结果不佳，这对于对冲基金来说

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安永 UK Hedge Funds 的联席主管 Zeynep Meric-

Smith 表示。 

First Swedish National Pension Fund 的另类投资主管 Martin Kallstrom 表

示，那种情况让一些基金公司“非常心虚”，导致其大幅降低管理费用。

First Swedish National Pension Fund 在对冲基金上面投资了大约 17 亿美

元。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今年把管理费谈到最多下调 20%，”他说。 

美债收益率曲线趋陡，当选总统特朗普承诺的增加财政支出、放松监管以

及减税政策，2017 年对许多股票和债券基金将有帮助。 

瑞银财富管理的投资长 Simon Smiles 表示，“美联储政策至少在趋于正常

化，在廉价资金推动的涨势之后，企业基本面变得更为重要，选股更具价

值。” 

安本资产管理美洲对冲基金主管 Darren Wolf 表示，预计对冲基金 2017 年

的表现“将有明显好转”。 

“无论结果如何，特朗普赢得大选后监管和政治层面都会发生变化，”他

指的是可能会调整奥巴马医保计划、并改变限制银行交易以及能源行业监

管的规则。 

“有许多事件会令市场困惑不已，创造不确定性，为对冲基金提供绝佳的

获利契机，”他补充道。 

押注下跌 

Markit 数据显示，在 2016 年获利最高的股票放空交易当中，当属放空美

国 Concordia Internationa 及英国 Circassia Pharmaceuticals 等小型医疗

保健及生物科技类股。 

鉴于美联储表明将加快升息速度，欧洲央行在欧洲浮现新政治风险下仍将

削减购债规模，押注宏观经济题材差异的基金可望因而受惠。 

“各国央行对量化宽松的胃口大减，可能撤走对市场的重大支持，”对冲

基金投资者 GAM 投资组合管理部门主管 Anthony Lawler 指出。 

“经济表现愈发不同，以及收益率上扬，均为积极操作的基金经理提供更

为丰饶的交易环境，我们相信这对各个资产类别都有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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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虽迭创新高，主动管理型股票基金仍旧大失血 

编译 龚芳/高琦/李爽/李婷仪 

路透纽约 12 月 26 日 - 金融界人士高喊着 2016 年股市创纪录，但主动管

理型股票共同基金却宁可对令一项纪录三缄其口，那就是净赎回金额创纪

录新高。 

指标股指迭创新高，标普 500 指数可望连八年呈现正报酬。然而，在这场

主动型与被动型基金的资金争夺战当中，两者之间根本没得比。 

据汤森路透理柏资料显示，投资者今年 1-11 月赎回美国主动管理型股票基

金规模高达 2,880 亿美元，创历年来之最；远远超越 2015 年和 2008 年分

别流出 1,390 亿美元及 2,180 亿美元的纪录。 

理柏指出，被动型股指共同基金及上市交易基金(ETF)2016 年均吸引逾

1,120 亿美元新资金进驻。 

根据投行 Jefferies 的数据，仅有约 33%的主动股票基金在 2016 年录得超

越基准的回报，导致投资者转向较低成本的基金和上市交易基金(ETF)，这

些基金试图追踪指数，而非超越指数。 

“如果 2017 年不出现资金撤出情况，那么基金就没有任何借口来开脱了，

市场将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市场对于那些主动基金而言太有效率了，

整个行业需要收缩。”Jefferies 的资产管理分析师 Surinder Thind 说道。 

Thind 称，基金表现需要改善，才能吸引投资者回归。 

资金撤出正在该行业最有名的一些主动管理基金中上演。 

投资者从 Will Danoff 管理的 Fidelity Contrafund 撤出 83 亿美元。美洲基

金旗下的 Growth Fund of America 也遭遇到类似规模的资金净流出，相当

于该基金年初管理资产规模的逾 5%。 

数据显示，Growth Company Fund 资金流出规模达到 64 亿美元，占其总

资产的七分之一还多。 

“资金流动是一个滞后指标，随着市场进入下一个主动表现(active 

outperformance)周期，情况将有所改善--我们相信或许正在迎来这样的周

期，”Fidelity 发言人 Charlie Keller 表示。 

随着股市上涨已达一定阶段，个股开始呈现独立走势，主动型基金经理认

为这带来了新的机会。 

“这与利率和地缘政治的关系不大，更多或许关乎于企业之间的业绩比

较，”Natixis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首席市场分析师 David Lafferty

称。 

债券基金阵脚稳固 

美股价格从 2 月所及的低位反弹，在 11 月大选前陷于停滞。之后总统当选

人特朗普有关减税和放宽金融监管的承诺又助燃美股录得破纪录的涨势。 

相反地，债券价格却狂跌，因市场担心特朗普政策或将助长通胀，恐为固

定收益市场埋下祸根。但尽管有此忧心，今年 1-10 月债券基金累积的净流

入仍未见放缓。 

事实上，主动型和被动型债券基金在 2016 年所吸纳的资金总计为三年来

最高。 

理柏称，主动型债券基金吸引了 1,030 亿美元资金，被动型债券基金及固

定收益 ETF 则吸引了 1,450 亿美元。 

资金流入债券基金恰好碰上了美联储将利率从历史低点调升，升息虽可能

给经济增长踩刹车，但对于渴求收益的投资者来说却能稍喘一口气，只是

这样的喘息空间可能不足够。 

“投资者将仔细研判利率这次的急剧波动，”Jefferies 的 Thind 说。“当

大环境有潜在风险时，他们真的还想留在债市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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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养得虽肥但利润变薄，中国养猪户过年大赚期望恐落空 

编译/审校 李春喜/艾茂林/刘秀红/张明钧/王洋/高琦/白云 

路透北京 12 月 28 日 - 随着中国春节假期的临近，在这个全球最大猪肉消

费市场的养猪户却高兴不起来。他们把猪养肥以满足猪肉需求，但猪肉零

售价下滑、饲料成本上涨却挤压了利润率。 

自今年 6 月猪肉价格由于国内供应短缺创下纪录高位以来，一大波进口猪

肉把零售价拉低了 10%。与此同时，养猪户为在春节“黄金季”之前把猪

养肥大举购买饲料，这推动四川豆粕价格涨至两年半高位。 

以往中国消费者在新年期间大快朵颐，养猪户也赚得盆满钵满。但最近六

个月，养猪利润率已经下滑一半。 

虽然利润仍然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但猪肉价格下跌之前，中国市场已经遭

受食品安全丑闻和经济增长放缓所引发削减支出的影响。让养猪户愈发担

忧的是国人消费口味的转变，羊肉和鸡肉越来越受到青睐。 

“现在是猪肉消费最旺的季节...但是(需求)增加程度却比不上以往年份，”

搜猪网(Soozhu.com)的分析师冯永辉说。 

中国养猪大省四川省占全国猪肉产量的 10%，那里的猪肉利润在 5 月触及

2009 年以来高位，迄今已经大降 45%，至每头猪 650 元。 

Fang 预计明年全国平均猪肉利润为每头猪 300-400 元。这远高于过去五

年的均值，但低于今年稍早的较高水平。 

而在东部的山东省，一些人预计情况将变得更差。 

“2016 年是赚钱的，”一位饲养了 1,000 头种猪的山东农户匿名称。“但

是 2017 年可能赔钱。很多人不敢再多养一些，虽然现在是赚钱的。” 

配给成本高昂 

农历新年前的两个月内，预计将屠宰 1.4 亿头猪，这一时期是一年当中最

忙碌的时段，占到全年平均屠宰总数的 20%。 

然而目前全国每周猪肉平均价徘徊在每公斤约 28 元人民币(4.03 美元)，接

近 2016 日历年最低水准。 

在屠宰生猪前的几个月份，饲料成本会上涨，也是令广东温氏股份等养殖

商所头疼的问题。温氏股份为中国最大的养猪企业。 

根据路透的计算，平均而言，在农历新年前的两个月，每头猪将吃下大约

90 公斤的饲料，按照 50:50 豆粕和玉米混合算，这两个月的饲料配量共计

要花掉养猪户 380 亿元人民币(54.7 亿美元)。 

入冬前需求上升，供应去化，全国豆粕饲料库存降至三年来最低的

363,500 吨。 

农户可以转为采用其他饲料组合，但高粱、酒糟及油菜籽粕等潜在替代饲

料的成本近期亦上升。 

分析师多预期，猪肉价格在新年假期之后将因为肉品供应增加而持续面临

压力，因农户增补饲养生猪头数，且进口成长。 

搜猪网的分析师冯永辉表示，“农历春节期间，农家饲养的生猪仍可以拿

到相对较佳的价格，但明年可就不一定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