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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10 月 25 日，多元金融、证券板块上涨，保险、银行板块下跌，多元金融、证券板块跑赢沪深 300 指

数。当日金融板块 85只个股上涨，1 只个股平盘，27 只下跌。 

证监会将重点推进新三板五方面改革，包括设立精选层，建立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等，其中转版机制是亮点，将新三

板与主板衔接起来，预期具体细节将能提高新三板企业在沪深交易所挂牌的效率，但在注册制扩大的预期下，转版机制对刺

激企业挂牌新三板效果有限。 

从已公布的银行三季报看，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业绩稳定性高，建议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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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10/25 申万金融行业涨跌幅 (%) 图 1： 2019/10/25 金融行业个股涨跌幅前 5名 (%)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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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公告：2019/10/25-2019/10/28 

2019/10/25 杭州银行:2019 年

第三季度报告 

 

  

 

2019/10/26 常熟银行:2019 年

第三季度报告 

 

2019/10/26 长沙银行:关于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的公告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

委员会对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申请进行了

审核。根据审核结果，本行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本行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2019/10/26 民生银行:非公开发

行优先股发行情况

报告书 

发行规模为 200 亿元，无到期期限，发行数量为 2亿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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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6 天茂集团: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进展

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和落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相

关工作。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

项，并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履行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等有

权机关批准或核准等程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取得前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

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019/10/26 越秀金控: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部分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提

示性公告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43,755,472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6.12%，全部为公

司 2018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发行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 

2019/10/26 华泰证券:关于 GDR

存续数量不足中国

证监会核准发行数

量的 50%的提示性

公告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4 日（伦敦时间）伦敦证券交易所收盘，公司 GDR 存续数量为

39,871,540 份，不足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数量的 50%。公司 GDR 数量可能因 GDR 兑回进

一步减少，同时 GDR 兑回将导致存托人 Citibank, N.A.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 A 股股

票数量根据 GDR 注销指令相应减少并进入境内市场流通交易。境外 GDR 交易价格与境内

基础 A 股股票交易价格不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9/10/26 方正证券:关于向全

资子公司方正香港

金控增资收到中国

证监会复函的公告 

《复函》对公司向方正香港金控增资 5 亿元人民币无异议。 

2019/10/26 第一创业:2019 年

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9/10/26 长江证券:关于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 

2019 年 1-9 月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15,098.18 万元，减少 2019 年 1-9 月

利润总额人民币 15,098.18 万元，减少 2019 年 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

币 8,821.28 万元。本文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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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6 长江证券:2019 年

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9/10/26 农业银行:2019 年

第三季度报告 

 



金融行业日报 

 5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2019/10/26 交通银行:2019 年

第三季度报告 

 

2019/10/26 工商银行:2019 年

第三季度报告 

 

2019/10/26 上海银行:2019 年

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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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2019/10/24-2019/10/27 

2019/10/24 保险 中国平安：监事会选举孙建一担任监事会主席，董事会推荐谢永林、陈心颖接替孙建一、

蔡方方出任执行董事，选举任汇川为副董事长，聘任谢永林为总经理，聘任蔡方方和黄

宝新为副总经理；董事会决议同意设立合资设立消费金融公司。（WInd） 

2019/10/25 基金 【证监会机构部发布《关于做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

行业期待已久的公募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将正式落地。其中，嘉实、华夏、易方达、

南方、中欧等基金公司已经申请试点并完成备案，将正式开展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工作。

（Wind） 

2019/10/25 券商 【沪深交易所同时修订股份质押公告格式指引】强化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信披要求，增

加控股股东股份被大额冻结、被强制平仓或过户风险等信披要求。（Wind） 

2019/10/25 券商 【证监会启动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证监会围绕一系列

市场反映比较集中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深化资本市

场改革，而新三板改革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一环。证监会将重点推进新三板

五方面改革，包括设立精选层，建立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制等。（中国证券报） 

2019/10/25 金融 【发改委发文，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和政府出资产

业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符合规定要求的两类基金接受资产管理产品及其他私募投资基金

投资时，该两类基金不视为一层资产管理产品。（Wind） 

2019/10/25 金融 【央行要求银行自查三方数据公司合作】排查自身业务中是否存在违规爬虫行为。同时，

企业征信机构也被要求梳理是否与以下公司有业务或股权投资关联：同盾科技、摩羯科

技、新颜科技、集奥聚合、公信宝、白衣骑士、天机数据、立木征信、聚信立、51 信用

卡。（新京报） 

2019/10/25 金融 【外管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提出扩大贸易外汇收支

便利化试点，取消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境内股权投资限制，扩大资本项目收入

支付便利化试点，取消资本项目外汇账户开户数量限制；开展银行不良债权和贸易融资

等跨境转让试点。（Wind） 

2019/10/25 保险 【银保监会：前三季度，保险业实现原保费收入合计 34520 亿元】其中财险原保费收入

8658 亿元，人身险原保费收入 25862 亿元。（Wind） 

2019/10/26 银行 【解禁猛于虎？10 股待解禁市值超百亿】据统计，年内还有 200 多家公司涉及限售股解

禁，韵达股份、中国人保、申通快递、杭州银行等 10 家公司解禁市值超百亿元。（Wind）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持续下滑，行业竞争加剧，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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