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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兴陇信托

高管层尘埃落定

证券时报记者 杨卓卿

更名并挂牌后的光大兴

陇信托高管层终于尘埃落定。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光大集团

股权管理部总经理王廷科将

兼任光大兴陇信托总裁一职，

光大兴陇信托董事长则由光

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吴

少华兼任。

今年

7

月， 甘肃信托完成

了工商登记手续变更， 正式更

名为光大兴陇信托。

目前， 该公司的股权结构

为，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甘

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 天水

市财政局、白银市财政局，分别

持有信托

51%

、

41.58%

、

4%

、

3.42%

的股份。

光大集团入主光大兴陇信

托之后， 也将该集团多位干将

派驻信托公司担任要职。其中，

光大集团股权管理部总经理王

廷科已确定兼任光大兴陇信托

总裁一职。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光

大集团股权管理部成立于

2009

年，主要职能在于对集团

所属子公司加强控股管理，整

合集团业务。 王廷科自该部门

成立起即担任负责人， 此前他

曾担任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行

长， 以及光大银行发展研究部

总经理。

同样来自光大集团的吴少

华确定成为光大兴陇信托董事

长， 他的其它身份还包括集团执

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以

及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

吴少华此前曾任江西省审计

厅通达审计师事务所所长， 江西

省审计厅商贸处处长， 江西省审

计厅经贸处处长， 光大银行总行

营业部副主任， 光大银行人力资

源部总经理、 党委组织部部长等

职位。

此外， 甘肃省政府金融办公

室原主任及一位原副主任也于近

期调任光大兴陇信托。其中，金融

办原主任陆代森任光大兴陇信托

监事会主席， 原副主任梁春满则

出任光大兴陇信托副董事长兼党

委副书记。

另据悉， 曾担任光大信托筹

备组副组长一职的李招军， 已确

定为光大兴陇信托副总裁。

作为升级全金融牌照集团的

最后一步， 光大集团对新近拿下

的信托牌照重视有加。

11

月

14

日， 光大集团企业

战略及联动牵头部门联席会议

2014

年第三季度会议在兰州召

开。 在会上，光大集团首席经济

学家兼战略规划部总经理吴富

林称，信托业务联动方面，要以

银信合作作为平台，进行跨市场

和跨机构的产品和服务创新，银

行和信托联手，做产品和服务的

创新。

降息短期内缓解银行坏账压力

证券时报记者 梅菀

央行日前降息被业内人士解读为

应对经济下行趋势的必要之举。 据了

解， 多数银行业内人士以及分析师表

示， 降息短期内有助于缓解银行坏账

压力， 但明年或难以看到银行本轮坏

账周期的结束。

短期缓解银行坏账压力

“基准利率下降将带动全社会融

资成本下行， 有利于减轻企业债务负

担和改善偿付能力， 有利于短期内缓

解银行坏账压力。”瑞银证券银行业研

究员甘宗卫说， 考虑到制造业和零售

是不良贷款生成的主要领域， 在这些

领域贷款占比较大的银行会受益。

不过， 这并不代表银行资产质量

会全面好转，“根据我们的调研， 银行

分支机构对坏账周期延续的预期并未

改变。 ”一家华南券商银行研究员说。

“要想知道银行坏账率什么时候

见顶， 先要看宏观经济走势什么时候

反转。”一家股份制银行风险政策部负

责人表示， 目前尚无迹象可以判断经

济下行周期结束。

关注类贷款之忧

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三季末，

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7669

亿

元，较二季度末增加

725

亿元。 三季度

末，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达

65.1

万亿

元，其中关注类贷款余额为

1.8

万亿元。

按照监管规定， 商业银行应按照

风险程度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

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关注类贷款指借

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 但存

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因

素； 贷款五级分类的后三类合称为不

良贷款， 关注类贷款和不良贷款仅一

墙之隔， 而三季度末银行业关注类贷款

余额已较一季度末上升

2000

多亿。

16

家上市银行中，共有

7

家披露了

关注类贷款数据， 其中有三家关注类贷

款余额分别较

2013

年年末大幅增加。

“关注类贷款多大程度上可以转换

为不良贷款并无确切规律， 但关注类贷

款余额的快速增加肯定不是好现象。”上

海一家券商银行业研究员说， 关注类贷

款迁徙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转换为不

良贷款的趋势。

根据

2014

年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

统计，

5

大银行关注类贷款迁徙率平均

值为

10.69%

； 其它

11

家上市银行关注

类贷款迁徙率平均值为

24.82%

，最高的

达

45.02%

，都较去年同期关注类贷款迁

徙率水平有明显上升。

上述上海券商研究员表示， 若按照

迁移率以及关注类贷款增速测算， 到年

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将至少增长

500

亿，不良贷款率或增加

0.05

个百分点。

转嫁息差收窄压力

银行料上调中小企业贷款利率

证券时报记者 蔡恺

上周五央行宣布不对称降息， 市场

均预期银行明年的净息差会受到负面影

响。业内人士预计，银行或将上调议价能

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的贷款价格， 转嫁息

差收窄压力。

银行或提高上浮比例

央行上周五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贷

款基准利率，其中存、贷款一年期基准利

率分别下调

0.25

及

0.4

个百分点， 为不

对称降息。瑞银证券表示，仅考虑不对称

降息影响，此次央行降息将使得

A

股上

市银行板块净息差整体压缩

0.05

个百

分点， 如果进一步考虑存款定价上限提

升影响，则会回落

0.17

个百分点。

不过，瑞银证券还表示，考虑到实际

存款竞争程度，以及贷款定价可能提升，

预计银行业遭受的实际影响可能少于

0.17

个百分点。

申银万国则认为， 在悲观情景假设

下，存贷利差或收窄

27

个基点。 在乐观

情景假设下，存贷利差仅收窄

4

个基点。

不过， 银行很可能会对新增贷款提高上

浮比例，以弥补存贷业务息差的收窄。

汇丰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也预期，作

为对降息的应对， 银行可能对更多贷款

价格进行上浮， 而且银行目前已经在这

样做。 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9

月末，有

71.3%

的贷款定价是在基准利率之上，

比

2013

年全年的

65%

要高出很多。

降息后， 银行贷款重定价的策略引

起市场关注。一般来说，银行的中长期企

业贷款都是在年初集中发放，因此，本次

降息导致的存量贷款重定价也会在明年

初进行。

据了解， 银行的贷款定价模式一般

都是在央行规定的各档基准利率基础上

上浮或下浮一定百分比。

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料上浮

招商证券银行业分析师肖立强对证

券时报记者表示，不对称降息的情况下，

银行息差收入肯定有压力。 但不同类型

的贷款会有差别， 如果是个人住房按揭

贷款， 利率肯定会下调。 在企业贷款方

面， 预计银行会调高短期贷款的基准利

率上浮比例， 以及调高中小企业贷款的

基准上浮比例，以对冲整体的息差收窄。

一位长期从事房贷业务的股份制银行

支行行长表示， 一般住房按揭贷款利率都

是在每年的

1

月

1

日重新定价， 即明年初

几乎所有的存量房贷都会下调价格。而且，

从目前银根宽松的情况以及监管部门要求

银行支持首套房贷的政策背景看， 明年各

家银行的新房贷价格估计不会上浮太多。

某国有银行深圳分行公司部资深客户

经理称， 银行面对优质的大企业缺少议价

能力，“资质好的客户肯定是银行抢着贷款

给它，因为量大、且稳赚利差，风险很低。 ”

预计明年初， 大企业的贷款价格将会相应

下调。

大企业有议价能力， 而中小企业可能

要承受更高的利率。 一位股份制银行对公

条线的高管称， 该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一

般都上浮

30%

到

40%

左右， 且一般都是短

期贷款， 最长期限为

1

年， 以规避坏账风

险。 而小企业一般议价能力比较弱，因此，

降息后， 预计这部分贷款明年到期也不会

降价，很可能是维持原来的价格，更有可能

继续上浮。

该高管表示，“上市银行要为股东负

责，且有利润增长的压力，而从总行到分行

再到支行，考核指标层层下达，因此，上浮

贷款利率也是不得已。 ”

16家上市银行存款利率拼高下

央行降息后，招行利率向五大行看齐，平安银行上调至业内较高水平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央行上周五宣布降息后， 各家银行

反应迅速， 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实行差异

化自主定价。证券时报记者梳理

16

家上

市银行最新存款利率标准， 发现各银行

挂牌利率基本形成“大行定价、股份行跟

随、小型银行上浮到顶”的格局。

数据显示， 招商银行存款利率与大

行一致，负债成本低、吸储压力小。 根据

各家银行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 招行与

五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交）的各期限存

款利率一致， 且大多为行业内同期限最

低利率水平。

其中， 作为显示商业银行流动性压

力的活期存款利率， 上述

6

家银行均执

行

0.35%

。而以整存整取的定期存款（下

同）为例，

6

家银行的一年期、二年期、三

年期、 五年期存款利率分别为

3%

、

3.50%

、

4%

、

4.25%

。

此次降息后， 并非所有期限的存款

利率均下调。证券时报记者发现，就一年

期定期存款而言，包括中信银行、平安银

行、华夏银行、南京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

均维持降息前的利率水平。

二年期定存利率则普遍较降息前下

降， 但三年期定存利率普遍较降息前上

升。 以平安银行、南京银行为例，目前的

二年期定存利率均为

4.02%

， 与之相对

应的， 其降息前的利率均为

4.125%

；三

年期定存方面，这两家银行调整后、调整

前的数据均分别为

4.8%

、

4.675%

。

统计数据还显示，城商行负债成本

进一步上升，各期限存款利率处于行业

较高水平。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城

商行负债成本逐步加大已成为共识。 此

次降息后，

3

家上市城商行中， 宁波银

行、南京银行更新后的各期限存款利率

均执行行业最高水平。 其中，南京银行

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高达

5.4%

， 比国

有大行梯队的同期限利率多出

1.15

个

百分点。

不过，相比之下，北京银行则比其他

两家上市城商行“压力”小不少。 该行存

款利率水平与股份制银行较为一致，甚

至个别期限的定存利率比一些股份行同

期限的利率还低。具体来看，除了活期存

款利率 （

0.385%

） 与五年期定存利率

（

4.5%

） 稍高于行业同期限最低利率水

平外， 其他期限的利率水平为行业最低

水平。

而在股份制银行中， 平安银行几乎

各期限存款利率为

16

家上市银行中最

高水平， 与城商行存款利率水平较为一

致。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这显示该行存

款增长压力不小。

从

16

家上市银行整体情况看，此轮

存款利率调整后，就比重达

50%

的活期

存款而言，六大银行执行基准利率，股份

制银行根据自身情况上浮

1.1

倍或

1.2

倍； 对于比重达

40%

的一年期定存，大

行和多数股份行选择在基准利率基础上

上浮

1.1

倍， 个别揽存压力大或业务拓

展激进的银行则上浮到顶。

申银万国银行业研究报告预计，存

款成本下行幅度有限， 预计上市银行明

年存贷利差收窄

19

个基点（

BP

），净息

差收窄

9

个基点， 净利润增速下降

3.33%

。

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

优先股发行获证监会核准

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今日

同时公告， 公司优先股发行计

划获得证监会核准。此外，农行

公告， 该行优先股将于

11

月

28

日在上交所挂牌转让。

浦发银行公告称， 证监会

已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

亿股优先股， 本次优先股采

用分次发行方式，首次发行

1.5

亿股，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

月内完成。其余各次发行，自核准

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

另外，按照证监会批复，兴业

银行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6

亿

股优先股， 首次发行

1.3

亿股，

6

个月内完成。

同时，农业银行公告，经上交

所同意， 该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将于

11

月

28

日起在上交所综合

业务平台挂牌转让。 （蔡恺）

前三季互联网保费收入

622亿为去年1.95倍

在昨日召开的中美互联网

保险峰会上， 保监会副主席周

延礼介绍， 前三季度中国互联

网保险保费收入

622

亿元，是

去年全年的

1.95

倍。

周延礼表示，监管层支持保

险公司积极运用网络、 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促

进保险业销售渠道和服务模式

创新。 （易永英）

孙璐璐/制表 翟超/制图

为了将感恩幸福的生活理念传递

给消费者，打造以客户为中心、专注客

户幸福体验的银行形象， 中信银行在

全行范围内开展了

2014

年第四季度

“中信红·感恩季 爱在感恩有礼”零售

综合营销活动，在

2014

年岁末即将到

来之际，为客户提供一次“暖心”的幸

福体验。

“中信红·感恩季 爱在感恩有礼”

活动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历时共计

3

个月，贯穿了

2014

年国庆节、“双重阳”、“双十一”、“双十

二”、“感恩节”、“圣诞节” 等重要时间

节点。 以“感恩父母、感恩自己、感恩客

户”三大阶段主旨，“中信红·爱在父母

身边”、“中信红·爱在指尖流转”、“中

信红·爱在暖情相守”为阶段主题开展

的客户回馈活动。

针对不同阶段的核心主旨， 中信

银行将集中整合零售银行各部门的资

源优势以及特色产品，通过套餐营销、

节日回馈、优惠促销等活动形式，为专

属用户、 重点用户带来多重实惠和礼

品， 让客户感受到中信银行情系客户

的诚挚情谊。

此次活动以传递“感恩”之情作

为整个活动的核心链条。 将 “

9

元看

电影”、“与爸妈一起拍全家福”、“幸

福年华卡广场舞大赛”、“充话费、不

断网”、“网购不缺钱， 网贷来买单”、

“信用卡 ‘光棍节翻牌’”、“新年答谢

演出”、“送苹果、 送平安” 等活动串

联，为客户提供一个感恩父母、感恩

自己的机会。

除各种营销活动之外， 中信银行

也为不同阶段的不同活动准备了多种

特色产品及产品套餐。 “薪金煲、出国

金融、异度支付、房抵贷”作为中信银

行的四大特色产品可谓隆重出场，备

受关注。 薪金煲不仅满足用户银行结

算，在此基础上还为客户提供优质的

现金管理服务；出国金融一站式服务

为出国人员和来华外籍人士提供一

整套安全、快捷、便利的金融解决方

案；异度支付更是给我们带来了安全

便捷的移动支付生活方式；房抵贷则

可以满足客户装修、留学、旅游、购车

等多种消费用途，而由特色产品组合

而成的多种组合套餐更是以“双重积

分回馈”为礼遇，吸引众多客户关注。

据中信银行相关人员介绍， 活动期

间，客户全新办理任意一款套餐所有

产品或补齐该套餐内剩余产品，视为

该套餐开办完成，即可享受单个产品

积分回馈、 年初额外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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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积

分等实惠。

此次 “中信红·感恩季 爱在感恩

有礼” 活动作为中信银行零售业务在

2014

年末的重要活动， 其活动力度之

大，可谓空前。 据相关人员介绍，

2014

年第四季度的“感恩季”营销活动只是

中信银行推动“幸福财富管理”品牌的

一个开端， 在未来， 中信银行将围绕

“幸福” 品牌打造更多的营销活动，让

客户更加快速、 更加深入的了解中信

银行的品牌理念。 (CIS)

爱在中信 感恩有礼

中信银行四季度综合活动幸福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