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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近段时间，有关大
资管产品统一监管的消息一直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此前就
有消息称，央行正会同证监会、
银监会、保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就全面规范金融机构资管
业务进行讨论及征求意见。此
次内审稿中讨论的资产管理业
务的范围将涵盖银行、信托、证
券、基金、期货、保险、私募基金
等金融机构发行的资管产品。
而在今年两会期间，大资管产
品的统一监管政策已经得到了
监管层的确认。

从一份市场流出的《资管
新规意见稿》来看，其拟将资管
产品按照募集方式进行分类，
对资管的投资范围、合格投资
者标准和杠杆要求进行了明确
界定。意见稿从严禁嵌套、集
中度控制、计提风险准备金等
维度控制风险。有消息称，接
下来将具体探讨资管意见稿对
银行理财、信托业务、券商资管
和基金子公司的影响。

对于银行理财而言，业内
人士认为，未来将严禁表内理
财，且产品不得嵌套。由于银行
保本理财的风险-收益不对称性
提高了金融机构风险，也抬高了
无风险收益率水平，未来将不得
继续开展表内理财业务，保本理
财将会要么保留在表内，由资管
业务转为资产负债业务，未来可
能面临存款准备金提取，要么转
成表外的非保本低收益型产品，
不再给予保本承诺。对于风险
准备金的计提，理财新规已经给
予了市场充分的预期。资管产
品不得嵌套，可能会给理财产品
FOF或MOM牌照来进行投资，投
资范围的扩大将更加考验主动
管理的能力。也有业内人士指
出，资管新规或将造成银行理财
规模的收缩。但统一监管和制
度规范，会促进银行理财更加健
康发展。

对于券商资管而言，业内人
士认为，证券公司风控指标已经
用风险资本来约束规模的无序
发展，此次意见稿进一步用风险
准备金来降低业务风险。粗略

测算，此次风险准备金的计提将
占证券公司业绩的3.2%，存在一
定的影响。此外，通道业务规模
庞大，占资管业务的七成，然而
由于通道费率低，对整体的业绩
贡献较小。通道业务在监管层
坚定的去通道政策下将会压缩
规模，增量业务受到较大冲击，
同时由于占用大量的风险资本，
券商资管大概率收缩贡献较小
的通道业务，未来逐步向主动管
理转型来提振业绩。

基金子公司方面，业内人
士指出，风控已有预期，业务限
制将加速主动管理转型。与信
托和券商资管类似，基金子公
司也受净资本约束，风险准备
金的计提已在之前的风控指标
中有所涉及，市场已有一定预
期。未来将从风险资本和风险
准备金两方面共同保障基金子
公司的业务发展。意见稿对非
标通道的限制将压缩基金子公
司通道规模，未来基金子公司
有望回归资管本质，由“被动”
的通道业务转向“主动”的资产
管理或将成为未来主流趋势。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说好的债券发行
近期却屡屡爽约，3月份以来已
有40多家企业被迫取消或延迟
发行债券，业内人士表示，利率
波动加大、流动性收紧导致债
券发行市场受到冲击。

根据中国货币网披露，取
消债券发行规模大的为中国核
工业建设集团的 30 亿元超短
融，营口港务集团拟发行的中
期票据24亿元。取消或延迟债
券发行的行业，集中在交通运
输、钢铁有色等行业，其中，交
通运输行业的企业有重庆渝涪
高速公路、吉林省高速公路、四
川高速公路建设、河南中原高
速公路，债券取消和延迟发行
的规模分别为5亿元、20亿元、
20 亿元和 10 亿元。钢铁有色
行业的企业包括太原钢铁、沙
钢集团、厦门钨业，取消发行规
模分别是20亿元、10亿元和6

亿元。被迫取消或延迟发行债
券的企业对此解释的原因均为
市场出现波动，而上海新黄浦
置业取消发行的5亿2017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就直接表示
是认购不足。

东兴证券分析师郑良海表
示，目前利率债收益率调整超
过了去年12月，信用债收益率
也全面上行，过剩行业执行去
产能政策，即使去产能最好的
煤炭和钢铁也并非全部改善，
分化明显。除了政策周期外，
企业经营层面也发生变化。实
际上，去年 12 月，受国海证券

“假章案”事件影响，当月也集
中出现债券取消或延期发行的
情况，取消金额高达1002亿元，
受影响较大的也是产能过剩、
融资需求强的行业——包括钢
铁和能源等领域。

债券取消发行潮对应的是
信用债一级市场的低迷，据
Wind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和 2

月，非金融类信用债分别发行
2041.8亿元、2136.12亿 元，对
应净融资均为负值，分别净流
出 489.95 亿元和 872.37 亿元。
尽管近期新债供给有所回暖，
但分析人士指出，3月非金融类
信用债到期量也比上月翻倍至
4500多亿元，且取消发行增多，
返费补贴发行甚至包销的情况
也不少见，反映出企业发债融
资需求清淡。

值得注意的是，3月以来信
用违约事件较少，仅出现“16中
城建 MTN001”未到期兑付和

“12 江泉债”未能按期完成回
售，不过市场对此两起违约已
有预期，由此对市场整体影响
有限。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近
期债券违约相对较少，但债券
暂停上市公告频发、评级下调
涌现等对情绪的负面影响仍不
容忽视，金融去杠杆和监管政
策趋严的大环境下，债市调整
难言结束。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随着海外快消品
牌抢占国内服装市场份额，国
内男装品牌并未带来太多的亮
点，去年男装品牌业绩整体表
现低迷。

据统计，在本土男装品牌
中，除海澜之家主业得到了快
速增长外，乔治白2016年度净
利润则达到6333.28万元，同比
上涨 3.40%，七匹狼 2016 年度
净利润 2.66 亿元，同比下降
2.57%，步森股份2016年度净利
润 533.99 万 元 ，同 比 下 降
53.58%。

天风证券分析师吴骁宇认
为，在零售业整体增速放缓的
大环境下，男装零售额 2011
年-2015年复合增速为15%，预
测2016年-2020年的复合增速
稍有下滑为13.3%，男性人均服
装支出由2011年的521.5元增
长至2015年的882元，根据预
测，2017年-2020年未来4年人
均支出依旧能以 13%稳定增
长。在吴骁宇看来，在男装行
业集中度较低、海外品牌不断
挤压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国内
龙头企业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
（渠道优化、上下游整合等）依
旧能够保持先发优势。不过由
于受电商侵蚀以及线下门店体
验差、上下游掌控不利、无法抓
住消费新趋势等因素，实体服
装店近年饱受销售额增长乏
力、利润下滑等危机，2015年开
始国内相关男装企业出现大规
模关店潮，以至于业绩呈现负

增长。
过去一年，素有“男人的衣

柜”之称的海澜之家，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
增长，银河证券分析师认为，海
澜之家是新门店数量增加带动
公司收入稳健增长，海澜之家
主品牌全年实现 9%的收入增
长，主要来自于门店面积的增
长，海澜主品牌全年门店净增
720家，同比增长20.5%；海澜主
品牌销售面积78.03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18.36%。不过，主品
牌毛利率受买断产品比例下降
影响，略有下降。去年海澜之
家品牌由于产品变化，买断产
品销售金额由2015年的30%下
滑至去年的26%，导致海澜之家
品牌毛利率下滑同比下降。同
时，在收入分成方面，去年海澜
之家整体收入分成依旧保持在
64%，基本与2015年持平，虽然
收入分成比例较原先65：35的
方式有所改变，但是新门店的
增加使得公司在初期依旧给予
新门店较高的让利，使得整体
收入分成基本不变。

不过，海澜主品牌同店销
售有所下滑，在公司去年大面
积开店导致对老门店分流的情
况下，海澜之家主品牌连续开
业 12 个月以上门店平均单店
营业收入下滑 3.47%，分析人
士称，今年海澜之家主品牌计
划净增 350 家门店，就海澜之
家男装品牌目前的运营状况
来看，过其粗犷的开店模式对
于海澜之家未来的发展仍有待
观察。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距公告更名“全能
体育”近一天，上市公司贵人鸟
即发布公告，收回这一决定。3
月20日，贵人鸟发布公告称，公
司已紧急召开董事会会议，并

“经审慎决定，取消本次更名事
项，待重新拟定公司名称后，再
另行公告。”

3月19日晚，贵人鸟发布公
告称，公司拟将注册名称由“贵
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全
能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全
称：QN Sport Co.Ltd.），并将于
4月5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对此
事审议决定。贵人鸟表示，变更
名称是为适应公司战略转型的
需要，单一品牌运营的“贵人鸟”
名称不再符合公司全能性体育
产业战略布局规划。

贵人鸟证券部工作人员表
示，取消此次更名，主要是考
虑到若公司全称发生改变但
股票简称无法变更，可能引起

尴尬。
贵人鸟此次取消更名应是

受制于去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上市公司变更证券简称业
务指引》。去年，针对此前上市
公司频现“任性更名”的现象，上
海证交所于2016年10月10日
开始实行新的证券简称变更规
定。新的《上市公司变更证券简
称业务指引》第七条规定，上市
公司开展新业务已取得营业收
入，但相关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比例低于30%的，原则上不得
将该业务及其行业相关名称用
作证券简称。

根据贵人鸟此前发布的关
于收购威康健身的公告，威康健
身的营业收入占2015年贵人鸟
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6.22%，低于
30%这一规定比例。

不过，由于新业务的发展可
能好于原有的业务，贵人鸟工作
人员表示，会在时机更成熟一点
的时候，再对更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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