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二晚间，28家A股上市
银行的三季报均已披露完毕，
由于郑州银行、长沙银行已于9
月份双双实现A股IPO，这也是
A股上市银行队伍在“扩军”后
业绩报告的首次集体亮相。

今年前三季度，上市银
行业绩集体飘红，2 8家银行
中共有13家银行净利润实现
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占比接
近五成。

5家上市银行三季
度净利润增速逾20%

记者根据iFinD数据统计
发现，A股上市银行今年前三
季 度 合 计 实 现 净 利 润
12274 . 17亿元(剔除刚刚上市
的郑州银行、长沙银行)，较去
年同期增加774 . 29亿元，同比
增长6 . 73%。28家A股上市银
行中，工商银行以2401 . 20亿
元继续位居榜首；而在股份制
银行中，招商银行则以675 . 64
亿元领跑。28家银行中共有13
家银行净利润实现同比两位数

的增长，占比接近五成。
中小地方上市银行业绩

增速依旧抢眼，前三季度共
有共有5家银行净利润同比
增长超过20%，而这些银行全
部为地方银行。其中，常熟银
行以28 . 44%的净利润增速位
居所有上市银行的首位。

此外，作为两家刚刚实
现A股IPO的银行，郑州银行
和长沙银行也在A股市场上
首次披露了业绩报告。今年

前三季度，2家新上市银行营
业 收 入 增 速 均 达 到 了 两 位
数。前9个月，长沙银行实现
营业收入101 . 65亿元，同比
增长13 . 71%；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 . 2 9
亿元，同比增长10 . 18%。郑州
银行前9个月实现营业收入
8 0 . 3 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 . 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4 . 36亿元，
同比增长2 . 51%。

资产质量大面积
改善，5家上市银行“缩
表”

今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
银行资产质量获得大面积改
善。28家银行中有高达20家
银行截至三季度末的不良贷
款率较年初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

在业绩表现亮眼的同时，

在资产质量方面，地方上市银
行依旧表现不俗。宁波银行与
南京银行截至9月末的不良贷
款率仅分别为0 . 8%和0 . 89%，
此外，常熟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也只有1%。

上市银行在资产规模“缩
表”在第三季度仍在继续，而进
行“缩表”的上市银行全部为股
份制银行。

三季报显示，28家A股上
市银行中共有5家银行资产

“缩表”，分别为民生银行、招
商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
和浦发银行。其中，民生银行

“缩表”力度最大，截至9月末
该行资产规模为59658 . 27亿
元，较二季度末减少了近千
亿元；浦发银行资产缩减规
模最小，其第三季度资产总
额减少25 . 7亿元，而这也是
该行连续三个季度“缩表”。

资产规模上，工农中建四
大国有银行依旧遥遥领先，截
至三季度末，这四大行的资产
规模均在20万亿元以上。

(来源：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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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银行过会

西北地区第一家A股上市
银行即将诞生。10月30日，西安
银行通过证监会发审委审核，
这也意味着年内成功闯关A股
IPO的商业银行数量上升至5
家。

该行招股书显示，西安银
行拟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不超过13 . 33亿股，发行后
总股本不超过53 . 33亿股。西安
银行表示，此次发行募集资金
将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
补充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

资料显示，西安银行前身
为西安城市合作银行，1997年
由西安市原41家城市信用合作
社和西安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
合社的股东、西安市财政局以
及西安市飞天科工贸总公司等
9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成立时
注册资本为4 . 1 3亿元。截至
2017年底，西安银行的注册资
本已升至40亿元。西安银行A
股上市征程始于三年前。2015
年11月，西安银行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通过了与上市有关的
系列议案。2016年12月，在中信
证券保荐下，西安银行正式递
交IPO申报稿。2017年1月，西
安银行首次在证监会预先披露
招股说明书，并在今年3月更新
招股书。

截至2017年末，西安银行
已开设8家分行及165家支行，
机构总数共计174家(含总行营
业部)，并控股洛南村镇银行和
高陵村镇银行。此外，该行还参
股了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为20%。而西安银
行2018年半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显示，该行今年上半年资产规
模进一步扩大。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显示，2018年1-6月，该行
完成营业收入26 . 76亿元，实现
净利润12 . 03亿元。截至2018
年6月末，其合并口径下资产总
额为2385 . 23亿元，负债总额
2197 . 6亿元，股东权益合计
187 . 63亿元，总资产较年初增
长了44亿元。

银行IPO再迎大年

2016年可谓中小银行上市
年，也是迄今为止A股上市银
行新增数量最多的一年，多达9
家，分别为江苏银行、贵阳银

行、杭州银行、上海银行4家城
商行，和江阴银行、常熟银行、
无锡银行、吴江银行、张家港行
5家农商行。

但进入2017年，中小银行
争相过会的现象戛然而止，银
行过会差点被“团灭”。尽管
2017年IPO排队银行多达12
家，但是仅仅有一家成都银行
在2017年11月过会，得以打破
了银行IPO空窗年的担忧。

A股IPO过会银行“人丁稀
少”的状况在今年出现扭转。今
年5月，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了郑州银行的首发申请，一周
后，长沙银行的A股首发申请
也成功通过。6月21日和8月28

日，江苏紫金农商行和青岛银
行的IPO申请也分别获得通
过。再加上10月30日过会的西
安银行，目前IPO成功闯关的
银行数量已达到5家。

而更多的银行还在等待监
管审批。根据证监会披露的数
据，目前正在等待证监会A股
IPO审核的银行数量有十余
家，其中，苏州银行、浙商银行、
厦门银行、兰州银行等处在预
披露更新阶段，重庆银行、马鞍
山农商行等处在已反馈阶段。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判断，截
至目前，今年以来已经有5家银
行获得IPO审核批复，后期随
着IPO节奏的稳步放行，2018
年可能会成为A股银行的IPO
大年。

在他看来，商业银行上市
队伍的逐渐扩大是大势所趋，
一方面上市能够为商业银行补
充资本金，增加银行的贷款投
放能力，另一方面也符合国家
加快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发展
方向。加快银行在资本市场的
上市融资，是商业银行补充资
本金的重要渠道，也将有利于
商业银行加大对民企和小微企
业的贷款支持力度。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近几年银行的风险资产增
长比较快，包括一些表外业务
的回表，都使得银行资本金面
临压力，特别是中小银行补充
资本的迫切就会更高，通过上
市融资一方面可以完善建立良
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同时也可
以补充银行的资本金，有利于
提高上市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
务能力。

过审标准仍严格

虽然过会的银行数量比
2017年有明显增长，但这并不
意味着监管尺度的改变。以刚
刚成功拿到A股入场券的西安
银行为例，据了解，证监会要求
该行在目前持有的资产管理计
划、信托计划穿透至底层标的
资产的具体情况，是否存在兑
付、投资等方面风险，减值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资产管理计划、
信托计划是否符合最新的监管
要求；以及理财产品是否满足
有关嵌套、结构化安排等方面
的最新监管要求，是否存在需
要整改及具体整改情况，是否
存在兑付违约风险等方面要求
解释；部分财务指标存在波动
等要求做出说明。

根据审核结果公告，证监会
要求西安银行对报告期内逾期
贷款规模增长幅度较大，关注
类、次级类、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变动幅度较大，拨备覆盖率有所
下降等情况进行说明。数据显
示，西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在
2013年为4 .01亿元，2017年增长
到了13 . 89亿元。拨备覆盖率方
面，整体呈现下滑趋势，2013年
底时，西安银行拨备覆盖率为
385.19%，2017年底为203.08%。

另外，今年7月瑞丰农商
行、青岛农商行在上会之前被
临时取消，这一情况在银行股
IPO案例中实属罕见。对此，黄
志龙分析到，监管部门对于商
业银行的IPO态度是成熟一家
批复一家，部分农商行IPO的
申请临时取消，可能与自身的
资质或IPO的要求有一定差
距。 (来源:北京商报)

银银行行IIPPOO春春天天将将至至？？
达达标标线线仍仍未未放放松松

经历了2017年银行A股IPO险些“颗粒无收”的景象后，今年中
小银行冲击资本市场“盛况”再现。本周二，西安银行成功获得证监
会发审委的“通行证”，即将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分析人士看
来，2018年有望成为2016年以后的又一个中小银行上市大年，商业
银行上市队伍的逐渐扩大也是大势所趋，一方面上市能够为银行
补充资本金，增加银行的贷款投放能力，另一方面也符合国家加快
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发展方向。

上上市市银银行行三三季季报报收收官官
1133家家银银行行净净利利润润增增长长达达两两位位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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