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

金融周刊

2017 年12月7日 星期四

主编/陈小兵 执行主编/王岚 编辑/余雪菲 美编/马佳雯 校对/卢茜

北京晨报

■金融焦点

《2018 年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发布

2018 年上市银行业绩将稳中向好
地产抑泡沫延续，货币政策整体将稳健，
不会根本性转向。
此外，考虑到股市企稳，债市继续大
幅下跌可能性较小，实体经济从资本市
场融资的功能修复，直接融资将改变
2017年持续减少的局面。而受新兴产业
加快形成、基建投资继续发力、房地产市
场降温等影响，信贷结构将更加均衡。
在流动性方面，报告还指出，2018
2018 年货币信贷将平稳增长 年，针对普惠金融领域的定向降准政策
开始实施，对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将形成
《2018年经济金融展望报告》预计， 一定的支撑。不过，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2018年 GDP增 长 在 6.7%左 右 ，比 素的影响，流动性不会出现过度紧张局
2017年小幅回落 0.1个百分点，但中国 面。
经济在平稳增长的同时将更加注重质量
和效益；2018年货币信贷将“不松不 上市银行经营业绩将稳中向好
紧”。
《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
《报告》认为，2017年全球银行业呈
速将略有改善，但金融风险正在积累，全 现明显向好迹象:全球银行业美国银行
球化倒退和全球流动性逆转带来的冲击 业经营稳健，欧元区及英国银行业复苏
不容忽视，特别是欧美政经事件和美联 迹象明显，日本银行业运行平稳，东南
储升息步伐加快都可能带来新的动荡。 亚、金砖国家以及澳大利亚银行业回暖
在风险方面，2017年新的风险逐渐 趋势持续；中国银行业净利润增速企稳
增多，整体风险可能积累，这些风险因素 回升，净息差降幅收窄，不良贷款压力有
包括:第一、全球政策不确定性。第二、发 所缓解，整体风险可控。
达国家金融风险。第三、新兴市场国家面
展望 2018年，伴随着全球经济稳
临的风险增加。
步复苏，银行业的向好趋势将持续，特别
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指 是欧美发达国家银行业的经营基础将进
出，2018年，定向降准政策开始实施，货 一步巩固。中国银行业将继续深化转型
币信贷将“不松不紧”’，信贷将继续平稳 发展，预计整体将表现出稳中向好的发
增长。不过，考虑到去杠杆政策持续和房 展态势:利润增速将有所改善，净息差有
日前，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发
布《2018年经济金融展望报告》显示，
2018年，全球银行业向好趋势仍将持
续；对于中国上市银行而言，宏观经济趋
稳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但监管趋严会
对业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随着转型升
级逐步推进，预计中国上市银行经营业
绩将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望回升，资产质量有望改善，普惠金融相
关业务发展将取得积极进展，商业银行
与互联网金融公司竞合趋势愈发明显，
银行业双向开放将进一步扩大，新的一
轮全球银行业竞争将到来。
基于对 2017年全球银行业呈现明
显向好的分析，中行专家预计，2018年，
全球银行业向好趋势仍将持续；对于中
国上市银行而言，宏观经济趋稳提供良
好的经营环境，但监管趋严会对业绩产
生一定负面影响；随着转型升级逐步推
进，预计中国上市银行经营业绩将保持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关于上市银行经营形势，《报告》指
出，2018年利润增速将有所改善，净息
差有望回升，资产质量有望改善，普惠金
融相关业务发展将取得积极进展，商业
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公司竞合趋势愈加明
显，银行业双向开放将进一步扩大。
在盈利方面，受金融去杠杆及监管
趋严等因素影响，流动性相对紧张，利
率中枢有望上移，利好银行利息差收
入。银行信用成本有所下降。前期不良
贷款加速暴露，释放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压力。上市银行充分利用债转股、核销、
打包出售等多种方式处置不良贷款。此
外，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持续提升，为
缓释不良贷款风险提供了支撑。《报告》
预计，2018年上市银行整体净利润增速
将有所改善。
北京晨报记者 余雪菲

■金融动态

前 10 月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 19.91%
北京晨报讯（记者 余雪菲）日前，保
监会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原保险保费收入 32388.77亿元，同
比增长 19.91%。其中，产险公司原保险
保 费 收 入 8589.65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37%；寿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23799.04亿元，同比增长 22.05%。
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7961.14
亿元，同比增长 13.43%；寿险业务原保
险保费收入 19815.63亿元，同比增长
26.18%；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3842.09亿元，同比增长 5.33%；意外险
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769.92亿元，同比
增长 20.25%。
产险业务中，交强险原保险保费收
入 1484.50亿元，同比增长 9.08%；农业
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 431.63亿元，同
比增长 15.73%。另外，寿险公司未计入
保险合同核算的保户投资款和独立账户
本年新增交费 5473.75亿元，同比下降
51.40%。
赔款和给付支出 9084.68亿元，同
比增长 6.55%。其中，产险业务赔款
3944.39亿元，同比增长 7.47%；寿险业
务给付 3977.64亿元，同比增长 0.79%；
健康险业务赔款和给付 984.18亿元，同
比 增 长 28.92%； 意 外 险 业 务 赔 款
178.47亿元，同比增长 22.18%。
资金运用余额 146950.52亿元，较
年初增长 9.74%。其 中 ，银 行 存 款
19112.37亿元，占比 13.01%；债券
51441.25亿元，占比 35.01%；股票和证
券 投 资 基 金 19780.42亿 元 ， 占 比
13.46%；其他投资 56616.48亿元，占比
38.52%。

总资产 166198.43亿元，较年初增
长 9.94%。其中，产 险 公 司 总 资 产
25011.56亿元，较年初增长 5.34%；寿
险公司总资产 130658.41亿元，较年初
增 长 5.06%； 再 保 险 公 司 总 资 产
3800.26亿元，较年初增长 37.63%；资
产管理公司总资产 439.62亿元，较年初
增长 3.13%。 此外，数据还显示，净资
产 18945.23亿元，较年初增长 9.89%。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1－10月，84
家寿险公司累计规模保费超过 1000亿
元的公司共有 10家，包括中国人寿、平
安人寿、新华人寿、太平人寿、太平洋人
寿、泰康人寿、安邦人寿、华夏人寿、富
德生命人寿、人保寿险。业内多位分析
人士指出，随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
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的出台，将影响保险资金配置，业内都
在静候监管细则出台，不管是从中长期
还是短期看，包括对负债端在内都是一
个利好。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副秘书长
刘传葵此前表示，近些年来，保险资金的
资产配置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银行存款、
债券等传统投资占比持续下降，由以往
的将近 80%降至目前的 49%，股票和基
金占比约 13%，另类投资及其他投资占
比升至近 39%。
究其原因，从项目特征和融资需求
看，另类投资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回
报稳定、抗周期性良好。从保险资金、保
险资管机构的特征和投资需求看，资金
量大、资金来源稳定、需要进行长期资产
配置、对投资收益安全性要求高。

■金融快讯

翼支付启动
“
东风行动”
调动 100 亿资源助力合作伙伴发展
北京晨报讯（记者 余雪菲）日前，中国
电信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翼支付在京召开
“零售新模式，消费新生态”2018翼支付合
作伙伴大会，并宣布启动“东风行动”，计划
以 100亿资源，连接 1000万商户，撬动
1000亿市场，助力合作企业、机构及中小
微商户经营发展，共同创造普惠生态繁荣。
“东风行动”是翼支付普惠生态圈发展
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助力合作伙伴更好
应对市场变化，帮助千万合作商户实现规
模效应。“东风行动”将根据行业及渠道特
性从支付服务、资源共享、联合营销等方
面，为合作商户定制权益，提供全面支持与
价值服务，帮助商户降低营销成本、提升商
业效益。
在现场，国内知名电商平台本来生活、
中国知名乳业集团伊利、国内知名基金管
理公司嘉实基金、知名母婴电商平台蜜芽
等企业与翼支付达成战略签约，未来将面
向用户推出专项营销活动。
据翼支付副总经理陈义文介绍，目前
翼支付业务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省份近 400
个主要城市，线下合作商户超过 338万
家，线上合作电商平台 150家。通过普惠
生态圈建设，翼支付打造起线上线下协同
消费体系，为千万合作伙伴和近 4亿用户
提供价值服务。

《金融科技服务中小实体
经济调查报告》发布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余雪菲 姜樊）日
前，凡普金科与新华社《金融世界》、中国经
济信息社北京经济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
《金融科技服务中小实体经济调查报告》。
报告聚焦金融科技赋能中小实体经济，探
索更好服务中小实体经济的未来趋势。
报告认为，作为传统金融的有益补充，
金融科技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创新，金融科技在信
息不对称应对机制、高融资成本应对机制、
抵押物缺乏应对机制、融资缺口大应对机
制等方面，为突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金融
支持匮乏等制约中小实体经济发展的瓶颈
提供了新解决路径，有效推进普惠金融在
我国的发展。
报告提及，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
发展趋势涉及四个方面:意识科技月金融
深度融合——
—去中心化、人工智能，二是金
融科技迅猛发展引领风险与监管与时俱
进，三是金融科技服务与实际经济转型升
级、推进普惠金融；四是金融科技与传统金
融机构相互补充、融合生长。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集团首席执行
官董祺表示:
“中小实体经济是盘活国民经
济的重要力量，服务好他们是金融科技企
业的天然使命。”
董祺还指出，金融科技本来就是现代
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技术手段，
能够为大量的中小企业进行赋能，金融科
技类企业也获得了投资资本的青睐。但同
时，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对监管提出一些新
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