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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事件描述 

据财新网 2016 年 1 月 19 日报道，新三板暂停类金融企业挂牌，一行三会监

管的金融机构暂则不受影响，预计将有 68 家公司挂牌受阻。 

 事件评论 

 继暂停 PE 挂牌融资后，证监会继续加强约束，暂停所有类金融企业挂牌。

类金融企业包括除了一行三会监管的银行、券商、公募基金、信托，其他

由金融办监管的企业，包括小贷、典当、担保、PE、P2P 等。2015 年

12 月 25 日证监会暂停 PE 机构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和融资；2016 年 1

月 19 日挂牌限制扩容至所有类金融企业，预计将有 68 家企业受此影响，

其中有 6 家已获核准，62 家处于待审查状态。 

 类金融企业挂牌或突破原有资本金和杠杆监管范式，限制挂牌融资目的在

于规范该类企业业务发展、加强类金融企业监管。类金融企业在杠杆监管、

融资模式等方面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小贷和融资租赁杠杆倍数分别不超过

2 倍和 10 倍，挂牌融资将通过补充资本金以实现迅速扩大业务规模，利

用高杠杆快速扩张将积累一定的潜在风险。在当前金融风险频发背景下监

管层通过限制该类企业挂牌融资的目的在于规范该类企业业务发展，加强

监管。 

 对已完成挂牌融资的类金融企业而言，新增受阻凸显其稀缺性，已募得资

金加速其发展。从资金博弈层面而言，限制新增类金融企业挂牌凸显存量

标的的稀缺性，引发市场惜售心理；同时先行完成挂牌融资的企业能够有

效利用融资实现快速发展，与未挂牌公司相比，其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更

有望实现突破，加速业绩分化。 

 我们认为未来监管层将持续对于类金融企业的挂牌融资进行监管，但将更

多地采用加强信息披露、规范业务开展、明确募集资金投向等方式。目前

证监会正对于前期 PE 机构频繁巨额融资进行调查，限制挂牌融资的目的

在于防范金融风险发生。未来监管层将规范类金融企业业务开展，加强信

息披露，尤其是募集资金投向和使用状况，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类金融

企业将被市场和监管层所接纳，其融资后续将陆续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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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究(点评报告) 

类金融企业挂牌暂缓 

继暂停 PE 挂牌融资后，证监会继续加强约束，暂停所有类金融企业挂牌。类金融企业

包括除了一行三会监管的银行、券商、公募基金、信托，其他由金融办监管的企业，包

括小贷、典当、担保、PE、P2P 等。2015 年 12 月 25 日证监会暂停 PE 机构在全国股

转系统挂牌和融资；2016 年 1 月 19 日挂牌限制扩容至所有类金融企业，预计将有 68

家企业挂牌受阻，其中有 6 家已获核准，62 家处于待审查状态。 

表 1：待挂牌金融企业一览（单位：万元） 

证券简称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Wind行业 

金晟资产 3,000  22,494  21,746  2,809  557  多元金融 

嘉富诚 14,500  5,492  4,802  2,445  -144  多元金融 

天星资本 150,341  21,691  17,500  3,142  1,729  多元金融 

联丰小贷 20,000  13,013  10,340  1,535  582  多元金融 

银信小贷 13,000  5,124  783  473  -210  多元金融 

新湘小贷 10,000  1,540,374  350,664  131,590  46,533  多元金融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监管收紧以控制风险 

类金融企业挂牌或突破原有资本金和杠杆监管范式，限制挂牌融资目的在于规范该类企

业业务发展、加强类金融企业监管。类金融企业在杠杆监管、融资模式等方面均受到一

定的限制，小贷和融资租赁杠杆倍数分别不超过 2 倍和 10 倍，挂牌融资将通过补充资

本金以实现扩大业务规模，利用高杠杆扩张过快将积累潜在风险。在当前金融风险频发

背景下监管层通过限制该类企业挂牌融资的目的在于规范该类企业业务发展，加强监管

以防范出现金融风险。 

表 2：类金融企业监管模式 

类型 监管方 杠杆倍数 上市前补充资本 上市后补充资本 债务融资模式 

小贷 
银监会、地

方金融办 
最高2倍* 

股东追加、捐赠资

金，优先股 

首发，增发，股东追

加、捐赠，优先股 

银行拆借及借款、债

券、ABS 

融资租赁 商务部 10倍 股东追加资金 
首发，增发，股东追

加资本 

银行借款、ABS、

信托、债券、保理 

PE 
证监会、发

改委 
- 股东出资 

首发，增发，股东出

资 
发行债券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深圳最高杠杆倍数为 2 倍 

 

加速发展分化 

对已完成挂牌融资的类金融企业而言，新增受阻凸显其稀缺性，已募得资金加速其发展。

一方面从资金博弈层面而言，限制新增类金融企业挂牌凸显存量标的的稀缺性，引发市

场惜售心理；同时先行完成挂牌融资的企业能够有效利用融资实现快速发展，与未挂牌

公司相比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更有望实现突破，加速业绩分化。 

 



 

请阅读最后评级说明和重要声明 3 / 4 

 

行业研究(点评报告) 

挂牌融资限制难以常态化 

我们认为未来监管层将持续对于类金融企业的挂牌融资进行监管，但将更多地采用加强

信息披露、规范业务开展、明确募集资金投向等方式。目前证监会正对于前期 PE 机构

频繁巨额融资进行调查，限制挂牌融资的目的在于防范金融风险发生。未来监管层将规

范类金融企业业务开展，加强信息披露，尤其是募集资金投向和使用状况，真正服务于

实体经济的类金融企业将被市场和监管层所接纳，其融资后续将陆续放开。 

 

风险提示：注册制改革低于预期，资本市场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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