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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泰隆银行为客户提供“一对一”保姆式服务
“小刘，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现在有一笔钱急需要汇出
去。你能马上过来帮我吗？”

“好的，我马上过来！”放下电话
后，泰隆银行上海闵行支行的
客户经理小刘马上暂停手中工
作，赶到支行对面的九星市场，
帮助王老板处理了这笔网银汇
款。等小刘离开后，王老板很
感叹：这家开设在市场对面的
银行真的很贴心。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相关人
士表示，“到小微企业的身边
去”一直是泰隆银行网点建设
的思路。泰隆把支行开到那些
银行服务覆盖少，但小微企业
服务需求旺盛的城乡接合部，

大大方便了许多像王老板这样
的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配合近距离的网点设置，
泰隆银行还推行与客户建立
一对一保姆式对接服务模式，
所以泰隆的客户经理不是在
去服务客户的路上，就是在服
务客户的过程中。同时，为了
切实减轻客户的负担，对于小
微企业和普通市民使用频率
很高的网银转账等基础金融
服务费用，泰隆还实行全额减
免。另外，在贷款方面，泰隆
银行还杜绝“隐性收费”，全面
推行咨询费、账户管理费等免
费服务，切实减轻小微企业的
信贷压力。 广告

股权拆成100份分别拍卖
登录阿里司法拍卖平台，温

州银行的2935.4万股股份被拆
成100份进行挂牌拍卖，分折后
这些股权每笔拍卖标的均为
29.354万股，起拍价为90万元，
评估价为127.40万元，这一次
即将拍卖的温州银行股权共计
50单，密密麻麻地占据了拍卖
平台的网页，分为两个时间批次
进行拍卖，分别是9月29日、10
月8日。

温州银行股权评估报告书
称，资产评估公司对这笔2935.4
万股股权给出的评估市值为
1.27亿元，折合每股4.34元，而
此次挂牌拍卖的起拍价格仅为
每股3.066元，有了较大幅度的
折价。

被拍卖的股权来自温州如新
投资有限公司，因其陷入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去年11月对其持有
温州银行的2935.4万股股权进行
司法评估，并进入拍卖程序。在
温州如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温州
银行股权2935.4万股中，2006年
其首次投资温州银行2258万股，
价格 1.11 元/股，2010 年配股
677.4万股，价格每股3元。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于
今年5月份将2935.4万股温州
银行股权拆成10份进行挂牌，
为每份 293.54 万股，当时起拍
价为891.77万元，但最终均以
流拍告终。此后申请人通过进
一步分拆降低单笔起拍金额以
吸引更多竞买方，拍品拆成100
份分别挂拍。在 7 月份，就有
10单同样被分拆为29.354万股
的温州银行股权被拍卖，最终全
部成交，而竞买方绝大多数为个
人投资者，其中个别标甚至经过
了多轮竞拍，最高成交价高达
96万元。也就是说，接下来至

少还有40笔温州银行股权将在
阿里拍卖平台进行竞拍。

市场人士称，虽然将银行股
权分拆进行挂牌拍卖并非首例，
但此次温州银行股权分拆成
100份进行挂牌拍卖较为少见，
因为近3000万股股份若以单一
标的挂牌拍卖对于接盘方资金
实力要求较大，分拆后将会寻得
更多有意向的接盘者，特别是数
量众多的个人投资者有了参与
竞买银行股权的可能，并可以防
止频繁出现流拍的现象发生。

只是这一次温州银行挂牌
拍卖的分拆单数量众多，目前最
多的一单报名人数也只有2人，
还有不少分拆单依旧无人报名，
能不能全部成交，仍是未知数。

曾经的“香饽饽”如今遇冷
司法拍卖已经逐渐成为了

银行股权变动的又一重要方式，
根据阿里司法拍卖平台的信息，
7月以来银行股权拍卖数量相
当多，但其中不少出现了流拍，
而能够拍卖成功的，打折已经成
为常态。

早几年银行股权曾经是“香
饽饽”，如今遇冷，其原因很多。
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以往持有
银行股权的对于银行的上市有较
大预期，如今银行股二级市场表
现一般，使得投资者也更加理
性。而在监管趋紧、金融业去杠
杆的大环境下，城商行、农商行等
中小银行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

9月4日，阿里司法拍卖平
台显示，黑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8%股权拍卖成功，被黑
龙江兴安矿业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竞买，成交价为 9408.024 万
元。要知道这是经过多次打折
之后才有了结果，其标的资产估
值约1.57亿元，如今成交价只有
9408.02 万元，相当于打了六
折。9月11日浙江衢州衢江农

村商业银行196738股也以46.2
万元拍卖成交，和 80.3 万元的
评估价相比，连打个六折还不
到。

东方锆业 9 月 11 日拟以
1.2亿元出售手中澄海农信社
的股权也颇有故事可说，在
2016年东方锆业以每股2.20元
的价格投资认购澄海农信社增
资发行的法人股共4500万股，
合计总金额为9900万元，投资
完成后，东方浩业成为澄海农信
社第三大股东。当初东方锆业
入股时曾经表示看好澄海农信
社发展前景，将为公司开辟新的
利润增长点。不过短短两年之
后，双方即宣告分手，东方锆业
理由变成要突出公司的主营业
务、促进公司战略发展。

有市场人士发现，在司法拍
卖网站上，股权拍卖能否顺利成
交与起拍价的高低有着很大的
关系，数量少且起拍价低的股权
更容易成交，而起拍价动辄数千
万元甚至上亿元的银行股权拍
卖，不少流拍收场。昨天宁波鄞
州农村商业银行 114373 股拍
卖起拍价55万元，经过了多轮
激烈的竞价，最终以111万元
成 交 。 中 山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32464股股权起拍价13.9万元，
成交价也达到了21.8万元。

另外有意思的是，此前湖北
银行合计逾9000万股股权曾被
相关法院集体拍卖，股权分别来
自于三家公司，结果是三笔股权
拍卖成交1单，流拍2单，其中唯
一拍卖成功的一笔恰恰为其中
股权数量最少、起拍金额最低的
一家。而流拍的湖北久银投资
有限公司所持的6457万股湖北
银行股权，又将在9月28日第二
次被拍卖，这笔股权的评估价为
2.17亿元，第一次起拍价1.84
亿元，目前第二次起拍价改为
1.6亿元，可谓是一降再降。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毕业去哪儿？尽管
还未到毕业季，但莘莘学子们或
许已经考虑这个问题。青年报
记者留意到，尽管今年市场不
佳，但9月底，多家券商还是按
照惯例拉开2019年应届毕业生
秋季校园招聘的帷幕，查看各家
券商公告可以发现，最近这几
天，正是关键的网上申请阶段，
而查看券商校招的岗位，可以发
现今年券商比较青睐金融科技
专业人才。

国金证券是今年招聘的大
户，该公司日前在官网发布消息
称“涌金集团、国金证券2019年
校园人才全球招募正式启动”。
记者看到，国金证券面向2019
年应届毕业生共进行四个部门
的招聘，分别是研究所、爱管分
公司、国金道富、国金基金。工
作地点在上海的有Java开发工
程师、资管权益研究员、债券交
易员、Web开发工程师、Android
开发工程师等。该公司官网显

示，他们将进行2019届IT专场
校园招聘，招聘若干本科或硕士
计算机相关专业在读及2019年
应届毕业生，薪资范围在10001
元-15000元/月。

中信证券在官网称今起至
10月 31日都是该公司网申阶
段，该公司10月18日将在上海
交通大学进行宣讲。今年该公
司18个部门都将进行校招，记
者翻看该公司各部门的用人要
求，多数要求2019年全日制应
届毕业生，硕士及以上学历，并
要求应聘者进行寒假实习，将有
机会获得留用。专业方面金融、
财务、经济、法律相关专业，理工
复合专业背景优先考虑。部分
岗位还要求熟练地运用英语作
为工作语言。

广发证券日前在官网上向学
子们抛出了橄榄枝，记者看到该
机构今年在沪校招信息技术岗，
自动化测试工程师，共计5名。
岗位要求是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含）以上学历，计算机及相关专
业毕业；掌握一两门编程语言。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沪伦通步伐加快，
华泰证券拟发行GDR（全球存托
凭证）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
市。华泰证券是首家宣布发行
GDR的A股公司，不过其方案还
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并有待监
管机构批准。

据华泰证券公告，董事会会
议已经同意了公司发行GDR并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
案。本次拟发行的GDR以新增
发的A股作为基础证券，A股增
发总量不超过8.25亿股，即GDR
发行前总股本的10%，GDR拟在
全球范围内进行发售，拟面向合
格国际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
规定的投资者发行。

对于发行价格，华泰证券

称，其发行价格将根据发行时
境内外资本市场情况、参照同
类公司在境内外市场的估值水
平确定。且发行价格拟不低于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

广发证券认为，华泰证券拟
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资本
实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利于扩展
海外战略布局。公司已于8月
完成142亿元A股定增，不仅引
入阿里、苏宁等战略股东，且净
资本排名晋升至行业第4，目前
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监管体系下，
增强资本实力有助于公司进一
步推动牌照业务转型升级。互
联网巨头入股打开了华泰在财
富管理及金融科技领域的想象
空间，持续看好公司在财富管理
领域的先发优势。

银行股权拍卖独辟蹊径——拆细
可吸引众多个人投资者 能否全部成交还是未知数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为促进债券市场对
外开放，规范境外机构债券发
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近日
联合发布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完善了境外机构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的制度安排，
促进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债券市
场的国际化水平，对于中国债券
市场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有
关部门继续稳健推动中国金融

市场对外开放进程。
推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

债券是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重
要举措。自2005年国际开发机
构首次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人民币债券以来，境外机构的
境内债券融资渠道不断扩宽，
主 体 类 型 日 益 丰 富 。 截 至
2018 年 8 月末，境外机构已累
计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1781.6亿元，发行主体也从最
早的国际开发机构拓展到外国
政府、境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
企业。

办法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

并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了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债所应具备的条件、申
请注册程序，并同时就信息披
露、发行登记、托管结算以及人
民币资金账户开立、资金汇兑、
投资者保护等事项进行了规
范。其中，境外金融机构法人在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应经央行核准，且境外金融机构
应满足实缴资本不低于100亿
元或等值货币；财务稳健、资信
良好、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具备
债券发行经验和良好的债务偿
付能力等。

央行及财政部联合发文
规范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

华泰证券拟发行GDR登陆伦交所

沪伦通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券商启动2019年校园招聘
金融科技专业毕业生最抢手

银行股权拍卖近期遇冷，打折已经成为常态，流拍更是频频出现，而温州银
行股权拍卖独辟蹊径，将近3000万股股份拆成100份进行挂牌拍卖，以期降低
门槛吸引个人投资者。距离拍卖的时间越来越近，虽然每单围观的人数有数百
人，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最多的一单报名人数也只有2人，还有不少分拆单依旧
无人报名，即使拆成100份能不能全部成交，仍是未知数。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