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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信视点：资金流动性严峻，关注信用违约情况 

昨日央行发布 5 月份融资数据，反映表外融资规模大幅下降。5 月内地新

增信贷回落至 11,500亿元人民币，但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按月剧降逾 5成至

7,608亿元，也是 22个月新低，新增社会融资低于新增贷款，反映表外融

资罕有地萎缩，实体经济资金面恶化，这将压制未来经济增长。 

货币供应量方面，5月末 M2余额按年增长 8.3%，增速与 4月末持平。但

当月 M1余额增速回落至 6%，反映企业活期存款减少，经营活动减弱。 

我们认为，决策层锐意推进金融去杠杆，未来资金流动性仍非常紧张，需关

注国内违约事件会否恶化。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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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及行业评论 

维信金科– IPO点评 

维信金科是中国一家领先的独立线上消费金融服务提供商，主要向通常持有

银行账户和信用卡但未得到传统金融机构充分服务的优质及近乎优质借款人

提供量身定制的消费金融产品，通过在三大融资模式（信托贷款、信用增级

贷款撮合、纯贷款撮合）下实现借款人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贷款交易提供

消费金融产品。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以贷款未偿还本金余额计算，截

止 2017年底，维信金科是国内排名前 10的独立线上消费金融服务提供商之

一，其维信卡卡贷产品系列在中国的信用卡余额代偿市场排名第一，占据 16.4%

市场份额。 

2015-2017 财年，维信金科的总收入稳步增长，2017 年的增长幅度达到

88.8%。公司收入主要来自净利息收入，贷款撮合服务费收入以及其他收入，

三种收入从 2015年起均稳步上涨。其中净利息收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总

收入 86.3%），从 2015到 2017 年，净利息收入分别为 9.91亿、12.83亿

（+29.5%）和 23.36亿元（+82.1%），增速较快。公司 2015年及 2016年

的经营亏损分别为人民币 152.4百万元及 349.8百万元，亏损主要由于公司

向营运转型期间缺乏经济规模以及产生大量的前期费用所致，但 2017 年已

实现经营利润 347.4百万元。 

中国增长模式正在开始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变，2013-2017 年全国

人均年消费支出从 13200元增长至 18300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8.5%，高于

同期人均名义 GDP（7.9%）。消费增长超过 GDP总体增长的趋势有望持续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消费支出快速增长，近年来中国消费金融市场取得重大发展。消费金融

市场的贷款未偿还本金余额由 2013 年的约人民币 4.45 万亿元增加至 2017

年的人民币 10.47万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23.9%。与巨大且持续增长的消

费需求相比，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渗透率及密度仍然偏低，显示出巨大的增

长潜力。 

优势与机遇 

久经考验的往绩记录和独特的市场聚焦所建立的市场领先地位。 

强大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与提供可持续及可扩展资金的持牌金融机构的长期合作。 

弱项与风险 

线上消费金融行业发展快速，前景可能存在风险。 

消费金融市场监管日趋严格，公司需要不时对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估值 

招股书未给出盈利预测，招股定价对应市值在 99-114亿港元之间，处于港股

同业中位；因 2017年经调整每股亏损为 6.96港元，不适用市盈率比较；市

净率为 3.17-3.43，处于港股同业中上区间。未来中国的消费金融市场会持续

扩大，公司有一定的长期成长空间。综合公司在行业地位、业绩表现与估值

水平，我们给予 IPO专用评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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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经要闻 

摸底十年宅地供应，供地制度面临重大变革。自然资源部近期向地方下发函

件，要求上报住宅用地总面积，以及 2008年来的住宅用地供应情况，同时

还要求上报住宅用地多主体供应的典型案例，以及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

房试点项目统计。除此之外，自然资源部近期也派出调研组赴地方开展住宅

用地供应制度改革调研，了解地方探索推进多主体供地的具体措施和政策建

议。住建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房地产市场热点城市要积极探索推动供地主

体多元化，在权属不变、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的情况下，非房

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可作为租赁住房用地，6月底前，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合肥、福州、厦

门、济南、郑州、武汉、成都等城市要提出并上报建设租赁住房的具体实施

方案。续在强有力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我不担心我们继续做需要做的事的能

力。”（华尔街见闻） 

QFII、RQFII汇出限制取消，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再度扩大。人民银行、外汇

局发布新规称，将取消 QFII每月资金汇出不超过上年末境内总资产 20%的

限制；并取消 QFII、RQFII本金锁定期要求，将现存的 QFII投资 3个月锁

定期、RQFII非开放式基金投资 3个月锁定期全部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可

以根据需要办理资金汇出。同时，允许 QFII、RQFII对其境内投资进行外汇

套保，对冲其汇率风险。（华尔街见闻） 

 

4. 公司新闻 

万科企业获证监会核准发行 80 亿元公司债。昨日晚间万科 A 发布公告称，

证监会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0亿元的公司债券。

此前，万科 A发布公告称，根据公司资金计划安排和银行间市场情况，公司

于 2018年 6月 4日至 2018年 6月 5日发行了 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

券，发行金额为 20亿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8年 6月 6日到账。票面利率为

4.6%，期限为 270日。（腾讯证券） 

长和系拟联合收购澳洲能源公司。长实集团(1113.HK)、长和(0001.HK)、长

江基建集团(1038.HK)及电能实业(0006.HK)作出自愿性公告，确认由长江实

业、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组成的财团或长江实业，就收购澳洲上市并拥有及

经营能源资产及投资的 APA Group全部已发行合订证券，已提交具指示性、

且无约束力的有条件建议。据建议，财团或长江实业建议通过协议安排方式，

按每一份合订证券 11 澳元的现金代价，收购 APA Group 100%已发行合订

证券，作价较 APA Group昨日收市价每股 8.27澳元溢价 33%，涉资 129.8

亿澳元(约 771亿港元)。APA是澳洲天然气管道的经营商。（腾讯证券） 

中国燃气料年度净利增 45%。公司昨晚发布公告，预期该公司截至 2018 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拥有人应占综合净利润将较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

度拥有人应占综合净利润增长超过 45%(已经扣减期权相关费用)。有关预期

升幅乃主要归因于该集团在天然气销售、用户接驳以及增值业务板块均取得

突出的财务及营运表现。 

消息面上，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自 6月 10日起理顺居民用气

门站价格、完善价格机制。通知决定，将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

基准门站价格管理，价格水平与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水平相衔接。（腾

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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