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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无还本续贷覆盖率达82%

民生银行凭啥做到深圳第一？

证券时报记者 张雪囡

国有大行和股份行抢占小微

市场力度凶猛， 但如何经营好小

微客户、 续贷贵续贷难等问题一

直难以破解， 这也成为许多银行

在加大对民企扶持力度时面临的

共同挑战。

民生银行副行长林云山近日

在深圳举办的小微金融“

Open

Day

” 全国推介会后对证券时报记

者表示，对于小微金融服务不能只

盯着贷款， 而是要进行差异化管

理， 在民生银行

800

万小微客户

中， 有授信往来的仅有

100

万左

右，为小微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才是关键。

此外， 在推进无还本续贷方

面，记者了解到，该行深圳分行的

无还本续贷覆盖率高达

82%

。民生

银行深圳分行小微金融事业部深

圳分部总经理邓志威表示，“应该

已经是深圳地区覆盖率最高的银

行了 ”。

无还本续贷如何风控？

续贷贵、 续贷难和资金周转缓

慢等问题一直存在。 对此，兴业、招

行、 民生等多家银行此前均推出了

无还本续贷产品。

无还本续贷的推进效果上，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是个典型的例

子， 尤其是对小微企业的覆盖程

度方面。

据记者调查了解，自

2015

年开

展转期零成本续贷业务以来，民生

银行深圳分行到

2019

年

3

月末累

计办理小微贷款转期近

5

万笔，总

额超过

900

亿元； 累计为逾

2

万户

小微企业提供转期服务， 帮助小微

企业节约续贷成本近

2.7

亿元。

“目前深圳分行的无还本续贷

覆盖率为

82%

，还不到

100%

，但应

该已经是深圳地区覆盖率最高的银

行了。 ”邓志威表示。

不过，“无还本续贷”产品也存

在较高的风险。 对此，民生银行深

圳分行副行长王县洪称：“我们都

是把存量的客户审核合格后才办

理续贷， 不仅是大数据系统的筛

查，还会针对小微客户做定期上门

的调查。 ”

具体来说， 针对转期客户的筛

选， 该行根据小微企业经营与实际

控制人密切相关的特点， 以个人评

分代替企业评级， 通过十二大外部

系统交叉验证， 其中包括工商、税

务、法院、同业以及央行的个人征信

信息， 对符合条件的小微贷款客户

给予直接续贷支持。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一季度

末， 深圳分行的小微贷款逾期率仅

为

0.17%

，不良率仅

0.07%

。

差异化管理客户及分行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民生银

行目前的小微金融业务中，利息收

入约占六成，中间业务收入约占四

成。 民生银行希望进一步提升中间

业务收入，争取在今年的小微金融

业务中，利息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

各占一半。

“其实民生银行在过去几年时

间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加强了对客户

的把握，不再单纯关注产品。 ”林云

山对记者表示，“小微金融

3.0

模式

基于数据、模型支撑，对小微客户进

行更精准画像， 了解小微客户的经

营能力， 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和往来

粘性， 成为小微客户金融服务的唯

一银行或主办银行。 ”

据记者了解， 成为小微客户金

融服务的唯一银行或主办银行也是

为了较快分辨小微企业是否存在过

度融资及多头融资的现象。

“过度融资、多头融资是导致小

微企业经营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些

企业的信息在银行的系统里往往非

常分散。”民生银行小微金融事业部

总经理周伯婷表示，“从我们的角度

来讲， 我们希望至少成为小微企业

的主办行， 如果我们发现某个客户

有多头融资的倾向， 民生银行可能

会选择退出， 这也是为了小微金融

业务更加可持续发展。 ”

值得一提的是， 民生银行为了

实现对客户及自身机构的差异化管

理， 不仅将存量的小微客户数据筛

选为不同等级，还把全国

42

家民生

银行分行根据经营情况、 不良率等

多项指标分为五大类。

林云山表示， 对于不良率较低

的分行，例如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民

生银行总行鼓励开展一些创新业

务，增加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

如果某个分行所在的区域不良率

高， 总行层面将会对其小微业务有

所控制。

据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吴

新军介绍，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

该行深圳分行小微贷款规模达

634.4

亿元，新增

44

亿元，个人经

营性贷款新增在深圳同业占比达

26.9%

。

雪松集团正式控股中江信托 称全力解决逾期项目兑付问题

35个逾期项目涉及本金总规模79亿元，涉及投资者约2400人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4

月

22

日

10

时， 在江西南昌江

信国际金融大厦———中江信托总部召

开了雪松控股中江投资者恳谈会，雪

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雪松控

股”）董事局主席张劲携雪松及中江信

托高管到现场与投资者交流， 称立即

启动对中江信托历史遗留问题专项行

动，对投资者负责到底。

同时，在媒体见面会上，张劲首度

披露了中江信托目前逾期项目具体情

况：

35

个逾期项目涉及本金总规模

79

亿元，涉及投资者约

2400

人。

张劲还披露， 未来中江信托将会

做一些特色化、差异化的信托业务，尤

其是基于雪松控股上下游产业场景支

撑的供应链金融， 进而提高核心竞争

力和行业地位。

尽全力解决逾期项目

4

月

22

日，随着中江信托股东工

商资料的变更， 雪松控股正式成为持

有中江信托

71.3005%

股份的控股股

东，距离去年

11

月底银保监会正式批

准中江信托股东变更历时

4

个月。

刚完成工商变更， 张劲就马不停

蹄从国外飞来南昌， 解决收购中江信

托之后面临的首要棘手问题———多个

逾期项目兑付问题。

张劲表示，据统计，中江信托目前

最新逾期项目产品约

35

个， 总规模约

79

亿元，累计涉及投资者约

2400

人。

中江信托为何有这么高数量项目

风险暴露？张劲认为，除了宏观经济因

素，主要是因为中江信托此前“股东缺

位”管理导致。

逾期项目将如何处置， 如何拿回

本息，成为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

张劲表示， 将全力支持中江信托

启动历史遗留问题专项行动，“我个人

将作为中江信托历史问题的第一负责

人”，解决逾期项目大体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在未来

3

个月内（即

7

月

22

日前）全面组织信托计划委托人信

息登记，及时优化后续服务，处理好逾

期信托项目问题，委托人将

2019

年

4

月

22

日前已出现逾期的信托计划项

下的相关利息权利转让给雪松控股，

由雪松控股保障支付投资者在本金兑

付前的利息 （按原信托合同约定的预

期年化收益率及付息频率）。

第二步， 完成上述信息登记及相

关利息权利转让周期后的

6

个月内

（即

2020

年

1

月

22

日前）， 雪松控股

推动中江信托以包括向雪松控股转让

契合雪松控股自身产业发展的债权、

向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债权、 以及追索

信托计划原债务人等多种方式有序解

决， 雪松控股确保支付投资者全额本

金。之前投资者未能兑付的利息，由雪

松控股先行在相关公告正式发布一周

之内予以垫付，后补相关手续。

同时，张劲表示，一定按照银保监

会的相关监管要求，坚持不刚兑原则。

谋求供应链特色信托路

“虽然中江信托的逾期产品项目确

实比预期的多，但是并不后悔。 因为收

购中江信托后对于雪松控股

8000

多家

上下游的企业协同发展将更加有利。 ”

4

月

22

日张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在回答证券时报·信托百佬汇记者

关于收购中江信托具体价格提问时，张

劲表示， 外界报道的收购价格为

200

亿、

300

亿等数据都不真实， 都存在误

差， 中江信托的收购价格是根据净资

产、 总资产和一些综合系数最后确定，

因此收购中江信托的价格目前还没有

最终确定。 “坦诚来说远远没有到两三

百亿，我们也不是土豪，看到金融牌照

就往上面砸钱，至于

100

亿元以内还是

以上，具体价格需要等尽职调查结束后

才知道。 ”

张劲表示， 雪松控股作为一家实业

企业， 最大的业务板块是大宗商品 （黑

色、有色金属、能源）供应链，供应链场景

中涉及非常多的共生共存企业， 尤其是

小企业由于缺乏抵押物和金融机构对其

不能够精准识别，融资难问题突出。

“金融机构很难做供应链进入，主要

是供应链金融是基于产业和应用场景的，

雪松拿下信托牌照后，信托业同质化和竞

争也很激烈，我们认为只有走差异化和特

色化金融才能生存壮大。 ”张劲表示。

“信托服务于供应链

8000

多家企业，

业务足够做。 ”张劲表示，基于大股东多年

布局供应链优势，风险也在可控范围。

拟更名和改组董事会

据了解，雪松控股入局后，拟对中江

信托进行更名、 改组董事会和增资等一

系列支持举措。

据记者了解， 中江信托原董事长裘

强已辞去董事长职务， 但仍担任该公司

董事，目前由贾俊任代理董事长。

“在所有中江信托工作的董事会成员

中，只有

1

个在工作，其他全部退休了，不换

人的话，董事会就无法运行了，一定会和其

他股东商量改组董事会。”张劲表示，中江信

托将会继续充实人员，“不会大换血，更不会

大裁员，而是为了业务继续发展进行增员，

已经跟中江管理层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

同时，张劲表示，希望将中江国际信

托更名为雪松国际信托，“这些还需要等

待工商局的核准”。

张劲表示，目前对于中江信托而言，

风险管控处在第一位，“雪松控股已经与

中江捆绑在一起了， 我们珍惜这样一张

金融牌照，平衡风险项目与规模，我们首

先看重发展质量， 盈利不是目前的首要

考虑问题”，他认为恢复声誉只能通过诚

心诚意获得投资者谅解。

3家非上市人身险企逆势盈利 去年合计赚13亿

目前影响净利下降的主要是外部因素，有望随资本市场好转和相关政策改革而改善

证券时报记者 邓雄鹰

随着非上市险企

2018

年报的陆

续披露，遭遇开门不红、权益市场下行

等诸多负面因素影响的

2018

寿险业，

整体经营情况正逐步揭开面纱。

近日，民生人寿、中意人寿、平安健

康险三家非上市人身险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度业绩显示， 虽然净利各有涨

跌，但三家寿险公司均保持较好的经营

利润，净利均超亿元，合计达

13

亿元。

净利涨跌各有所因

2018

年，民生人寿、中意人寿、平

安健康险三家公司保费收入分别为

115.18

亿元、

140.12

亿元和

43.63

亿

元， 分别同比上升

3.77%

、

48.99%

和

103.18%

。 同期，三家公司分别实现净

利润

5.15

亿元、

6.41

亿元和

1.44

亿

元。 其中， 中意人寿净利润同比增长

39.72%

，平安健康险和民生人寿净利

润分别同比下降

7.58%

和

16.12%

。

各公司净利润下跌原因各不相

同， 权益市场整体震荡下行带来交易

性金融资产收益减少是重要因素之

一。 例如，民生人寿合并利润表显示，

该公司

2018

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负值

4.34

亿元， 而

2017

年同期实现

了

5.46

亿元的正收益，两项差额对该

公司

2018

年合并利润表的影响达

9.8

亿元。 如果剔除该项影响， 民生人寿

2018

年净利润将实现同比大幅增长。

平安健康险的净利润涨跌影响因

素较多， 其中较大的负向因素包括手

续费佣金支出和所得税费用支出的大

幅上升。该公司

2018

年手续费及佣金

支出达

6.44

亿元， 较

2017

年同期增

长

89%

。 相应地，该公司

2018

年所得

税费用为

1.75

亿元， 较

2017

年同期

的

2604

万元大增

5.7

倍，数额甚至超

过当年该公司的净利润额。

另有一家披露年报的非上市人身

险公司招商局仁和人寿成立于

2017

年

7

月，其

2018

年净亏损

4

亿元。 但

由于人身险公司本身有

7～8

年的盈

利周期，初期仍处成本支出阶段，因此

其净利情况并不体现行业总体趋势。

总体来看， 目前影响非上市险企

净利下降的主要是外部因素， 这些因

素有望随着

2019

年资本市场环境好

转和相关政策改革而改善。例如，

2019

年以来资本市场迎来牛市， 保险公司

投资收益有望大幅增长， 这将有助于

改善保险公司盈利情况。

寿险内在价值驱动强劲

实际上， 虽然寿险保费在去年出

现了

7

年来的首次同比负增长， 但行

业数据显示， 主营寿险业务的人身险

公司预计

2018

年利润总额

1697.68

亿元，同比增长

22.07%

，净利润预计

实现

16%

的同比增长。 传统险准备金折

现率假设的变更减少保险合同准备金提

取是行业共性正向因素。 同时，“量跌利

增” 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寿险行业内在价

值驱动因素非常强劲。

从上市险企的披露数据看， 平安寿

险及健康险业务

2018

年净利润同比大

增

62.6%

，太保寿险和新华保险

2018

年

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38.9%

和

47.2%

。

今年一季度， 五大上市系寿险公司

（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太保寿险、新华保

险、人保寿险）保费合计

6628.8

亿元，同

比增长

8.44%

。中国人寿

18

日晚发布业

绩预告称， 一季度净利润预计增加约

108.14

亿元到

135.18

亿元， 同比增约

80%

到

100%

。

此前，瑞再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预

计中国在

2030

年代中期将成为全球最

大的保险市场。 寿险直接保费目前虽然

呈现下滑趋势，但预估未来将达到

11%

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券商中国

（

ID

：

quanshangcn

）

雪松控股董事局主席张劲在投资者恳谈会上回答投资者提问。 胡飞军/摄影 本版制图：周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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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华泰财险独家承保

的 796 件文物成功从意大利“回

家” ！ 据悉，这是近 20 年来最大

规模的中国流失文物返还。

今年 3 月 23 日，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出访意大利， 在两

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下， 中意双

方 代 表 交 换 了 关 于 796 件

（套） 中国流失文物返还的证

书。 当地时间 4 月 9 日 15 时

20 分 （北京时间 4 月 9 日 21

时 20 分），该批文物从意大利

米兰马尔彭萨机场起飞， 经过

8 个多小时飞行顺利到达首都

国际机场， 结束了颠沛流离的

漂泊旅程， 重回祖国怀抱。 华

泰财险作为此次运送过程唯一

的保险供应商， 制定了全面、

专业的保险方案， 独家承保了

此次运返行程， 为文物 “回

家” 保驾护航。

据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

度长、数量多、类型丰富。” 上至

新石器时代、 下至明清民国时

期，器物种类多样，保存较为完

好，总体价值很高，是中国历史

各时期生产生活场景、 精神生

活面貌、 文明发展进程的实物

见证。

文物归国后，国家文物局立

即组织专家对其进行鉴定研究

等工作，并计划在相关工作结束

后，将其中的一部分安排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与公众见面。

此次文物“回家” ，由华协

国际珍品货运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运输， 华泰财险独家为此次

运返提供保险服务。 在时间

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 华泰财

险与客户及承运人进行了快速

高效的沟通， 结合以往承保类

似项目的成功经验， 充分考量

此次运返过程的风险特点及客

户需求， 如期完成了保险方案

制定、 报价、 投保手续确认及

保单出具， 为文物 “回家” 提

供了全面、 专业、 高效的保险

服务。

成功承保该项目，再一次展

现出华泰保险在国内艺术品保

险这一细分市场上的强大实力。

未来，华泰保险将继续提供更专

业、优质、高效的风险保障服务，

积极维护祖国荣誉，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

（CIS）

华泰保险护航最大规模中国流失文物“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