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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放缓、中美贸易争端加剧外部环境变
化、金融去杠杆带来阵痛、投资者对国内经济
前景信心难觅......多方利空因素导致大盘频遭
冲击，市场走弱，最终都传导至股权融资端。



定增仍是再融资绝对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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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股权融
资是直接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股权融资的三大主
战场：定增、IPO (A股）、新三板定增在2018年均呈现
明显下滑趋势，虽然定增占再融资总规模百分比从2016
年的高点84.11%下滑至76.36%，但仍是再融资绝对主
力。

2018年定增融资7322.51亿元，环比17年下降28.19%，
相比16年更是滑坡式下降59.44%；2018年共214家企业
进行定增237次，环比17年下降53.62%，相比16年断崖
式下降70.23%。

2012年-2018年再融资规模

数据来源：CVSource                                                                              投中研究院，2019.01                    



政策松绑收效尚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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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实施规模各月节奏来看，1月、2月和6月、7月定增
实施规模较高，超过全年实施募资规模六成，均得益于
当月巨额定增，如6月农业银行千亿定增和2月三六零
500亿定增。年内市场大幅下行、资金持续快速流出，因
此年底定增规模依旧萎靡。

定增预案规模11月大规模爆发，达到全年最高，可以看
出10月11月接连政策利好使市场预案信心倍增。

2018年月度定增融资规模

2017年再融资新政和减持新政限制定增市场发展，严监
管的政策在定增供需两端作用明显。虽然2018年下半年
接连迎来审核速度、资金用途、再融资时间间隔等维度
的政策松绑，但政策放松程度有限，对供给端刺激尚需
时日检验。

数据来源：CVSource                                                           投中研究院，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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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认购方式和定价方式两个维度：

从14年至今资产类定增保持募资规模首位。资产类发行
对象多为大股东及关联方，重组交易结构较复杂，单体
规模较大。18年资产类定增相较现金类不降反升，多因
16年、17年的资产收购终在18年获得批文。

受17年再融资和减持新规影响，18年现金类定增多募资
不足或发行失败，其中现金竞价类已低于13年规模，现
金定价类若剔除农业银行千亿定增等巨额个例，仅剩458
亿，几乎与13年持平。

定增分类融资规模 

数据来源：CVSource                                                             投中研究院，2019.01                    

2012年-2018年定增分类融资规模



Copyright © 投中信息 www.cvinfo.com.cn

已发行竞价项目104宗，同比下降51.17%；募资总额
1485.35亿元，同比下降57.72%，且实际募资总额仅
占预计募资总额的86.34%，相比去年大幅下滑10.64
个百分点。

定增分类融资规模 

2018年定增分类月度融资规模

2017年-2018年竞价定增募资率占比

2018年只有42宗
竞价项目足额募
集，占比40.38%，
相比17年募足率
大幅下降49.7%。
同时募资率低于
50%的项目占比
大 幅 上 升 至
16.35%，其中远
光软件实际募资
额仅占预计募资
的一成。

数据来源：CVSource                                                                 投中研究院，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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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大盘整体表现较弱，一方面投资者对
于国内投资前景预期忧心忡忡，且去杠杆给市
场带来持续阵痛；另一方面，中美贸易争端持
续升级导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资金的避险情
绪不断攀升，股市成交量也维持低位运行，导
致市场缺乏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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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行标的二级市场表现低迷，从2017年开始至今，
定价项目折价率整体保持一路下滑趋势，到今年11月已
降至历史低点-33.85%。2018年定价项目折价率均值-
10.36%，而去年为11.69%，也已低于竞价项目同期发
行折价率。相较于三年的锁定期，定价项目的整体折扣
水平已然失去性价比。

2018年已发竞价项目平均折价率2.88%，相比去年同期
均值7.58%大幅下滑。与17年竞价项目折价率上半年逐
月上升、下半年逐月下降不同，受今年二级市场震荡影
响，18年竞价折价率整体波动较大。

市场低迷 折价率走低 

数据来源：CVSource                                                      投中研究院，2019.01                    

2017年-2018年定增折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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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定增市场仍以融资收购其他资产和项目融资类为
主，合计占比76.37%.其中不受2017年再融资新政的融
资收购其他资产的项目数量占比提升至43.88%，同比提
升11.79个百分点；因并购配融规模受限，配套融资类项
目下降至18.14%，同比减少7.1个百分点。

其他类型定增数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在IPO审核提
速、发行常态化以及再融资政策的合力冲击下，18年发
行的壳资源重组类定增数量锐减至仅2宗。

融资收购类崛起 

数据来源：CVSource                                                             投中研究院，2019.01                    

2017年-2018年定增分类占比



大股东认购百分比环比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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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8年大股东认购项目数占比

随着定增投资转向买方市场，定增发行难度逐渐增加，
大股东认购彰显信息保增发，有大股东参与认购的项目
解禁收益也通常领先。

2018年，25个竞价项目均有大股东参与认购，数量占比
下降8.58个百分点至23.81%。

从参与深度来看，认购比例均值和中值分别高达58.56%
和53.52%，分别同比提升21.09%和33.8%。

数据来源：CVSource                                                           投中研究院，2019.01                    

2012-2018年大股东认购比例均值及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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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一级市场融资和投资
规模大幅下滑，创投机构募资难、退出难、缺
乏优质标的，创业企业融资难、估值低、融资
周期长；二级市场表现走弱，金融行业大规模
减税降费、互金监管日趋严格。银行业在艰难
中回归本源，熊市下首当其冲的券商更是试图
寻求业务转型。



金融行业大额定增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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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VSource一级行业来
看，2018年制造业、IT
及信息化、化学工业、医
疗健康、能源及矿业定增
发行项目数位居前五，占
2018年定增发行项目总
数的71.73%。

从募资规模来看，制造业
居 首 ， 募 资 总 额 高 达
1518.38 亿元。金融行业
紧随其后，虽年度项目数
量有限，但因有农业银行
千亿巨额定增，募资额高
达1342.00 亿元。

年内，金融行业中银行、
券商密集发布定增等资本
补充方案。

华夏银行 292.36
海通证券 200.00
国信证券 150.00
广发证券 150.00
南京银行 140.00
宁波银行 80.00
兴业证券 80.00
新力金融 2.01
新力金融 1.98

农业银行 1,000.00
华泰证券 142.08
申万宏源 120.00
越秀金控 57.64
爱建集团 17.00

2018年金融业实施定增

2018年金融业定增预案

2018年定增数量及规模占比按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CVSource                                                               投中研究院，2019.01                    



年内4家券商百亿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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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监管趋严，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证券行业正通过业务转型、科技赋能
和国际化驱动增长，券商对于补充资本金的需求更加迫
切，融资意愿也更为强烈。具备资本实力、创新能力及
国际业务能力的大券商将占据更大优势，行业集中度会
进一步提升。

国信证券150亿定增预案
巩固提升行业竞争地位

自2014年上市以来首次进行
股权融资

华泰证券142.08亿定增
与预期募资金额相差较远

有望改善治理结构

广发证券150亿定增预案
夯实资本实力

加大融资融券等资本中介业务
发展力度

海通证券200亿定增预案
业绩萎靡

业务开展不顺
定增落地堪忧



银行业资本金告急 频频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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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项纾困民企的政策出台，银行信贷被寄予厚望，
银行业积极创设发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等创新
工具推进民企债券发行、以应收账款为基础资产发行各
类资产证券化产品，引导信贷资金向民企倾斜，资本金
则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要基础。

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仍需要商业银行合理
的信贷资源支持及保障，银行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经
济结构升级的需求，有必要及时补充资本金，以保持必
要的信贷投放增长。

华夏银行292.36亿元定增
预案提高资本充足率

南京银行140亿预案被否

首家定增被否的上市银行

宁波银行80亿定增预案

补充银行核心一级资本

农业银行1000亿定增

近年最大规模再融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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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和再融资政策在经历了2014-2015的
宽松，以及2016-2017年的收紧之后，2018
年三季度开始再次迎来宽松周期。从审核速度、
可并购资产和方向、模糊地带监管和创新方案
设计、信息披露等维度对并购重组政策进行松
绑。政策的持续松绑，将驱动并购重组市场加
速回暖。



62

15
2

23
6

33
8

13
1

15
严监管两大新政后首度迎来政策松绑

Copyright © 投中信息 www.cvinfo.com.cn

2017年2月17日，
证 监 会 宣 布 调 整
《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 行 股 票 实 施 细
则》，从非公开发
行的规模、频次、
定价方式等方面做
出调整。

2018年10月8日，
对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且满足一定条
件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交易，直接由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议，
简化行政许可，压
缩审核时间。

2018年11月9日，
明确使用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
还债务的监管要求。
通过配股、发行优
先股或董事会确定
发行对象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式募集
资金的，可以将募
集资金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和偿还
债务。

2017年5月27日，证监
会发布了《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发行股份、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大宗交易方式
受让的股份、以及董监高
辞职后的股份的减持进行
了额外的限售规定。

2018年10月12日，证监
会对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并
购配融给出最新监管答案：
并购配融恢复补流、并购
交易价格计算口径放宽、
控制权变更认定的剔除标
准放松、并购重组前突击
入股投资者锁定期计算标
准更加严格。

2018年11月9日再融资
时间间隔的限制做出调整。
允许前次募集资金基本使
用完毕或募集资金投向未
发生变更且按计划投入的
上市公司，申请增发、配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受
18个月融资间隔限制，
但相应间隔原则上不得少
于6个月。



2019年度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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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定增市场乃至整个股权融资市场延续了

2017年的下滑趋势，三大股权融资市场均大幅下滑。

2019年上半年科创板将要开通，首批企业将完成上

市，科创板的建立和探索增加了科技创新企业的融

资渠道，能帮助优质企业发展壮大。科创板落地后

带来的融资需求将为股权融资贡献增量规模。

2018年至2020年是全球5G技术标准形成和产业化

培育的关键时期，随着标准化的推进、5G关键技术

的逐渐成熟、芯片和终端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ICT

产业融合发展，未来几年内进行5G网络建设和商用

部署已具备成熟条件。

2018年通信行业外忧内患，外有经济大环境增速放

缓，内有中兴通讯受罚事件，2019年迎来5G确定

性机遇，通信产业链盈利能力将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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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信息创办于2005年，现已成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
业领先的金融服务科技企业，致力于解决私募股权投资
行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投中信息目前拥有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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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了解股权基金的运作状态，让基金管理者更加洞彻
产业发展趋势。目前，投中信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
地均设有办公室。

媒体平台：投中网历经十余年行业深耕，拥有卓越的资
深采编团队，树立了强大的行业影响力，并成为私募股
权投资行业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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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通过全面精准的创投数据库帮助客户进行各
行业股权研究，公司、机构、基金分析，市场机遇挖掘，
为客户在一级股权市场的研究与投资提供可靠数据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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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业务管理、客户管理、协同办公、流程管理（OA）等
的专业投资业务管理系统，为一级市场机构用户打造一
站式的办公平台。

会议活动：从2007年投中信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投资年
会以来，现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会议体系。此外，基于投
中媒体、数据及研究优势，投中信息同样为机构客户、
各地政府量身定制各种与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相关的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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