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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积极信号在
中国资本市场显现

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市场环境得到不断净化、外资
持续流入中国股市……近期越
来越多的积极信号显示，中国
资本市场有能力、有底气实现
长期健康发展。

企业是资本市场发展的
基础。进入密集披露期的A股
上市公司中报显示，今年上半
年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截至 12 日午间，23 家披露中
报的上市公司营收实现同比
增长的有 19 家；1562 家预披
露业绩的企业中，预增的有
436 家，预告净利润下限为正
的有1285家。

业绩是资本市场的支撑。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说，近期公布的业绩既包
含中报业绩，也包含对年报业
绩的预期，在我国经济稳步增
长，经济转型逐渐显出成效的
背景下，股市不可能长期偏离
基本面。

另一方面，通过几年来的
严监管，市场环境得到不断净
化。证监会数据显示，2015年
至2017年，证监会分别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177件、218件、224
件，罚没款分别为11.03亿元、
42.83亿元、74.79亿元；今年上
半年，证监会行政处罚159项，
罚没 63.94 亿元，市场禁入 20
人次。

在市场相对低迷之时，外
资流入的信号颇为积极。Wind
资讯数据显示，截至11日，今
年以来沪股通流入资金940.78
亿元，比南向港股通高出740多
亿元；北向的深股通流入资金
754.56 亿元，比南向的高出约
60亿元。

更积极的是外资在加速布
局中国金融市场。近日，全球
知名对冲基金桥水已经在中国
完成备案登记，6个月内桥水基
金将在国内正式发行私募产
品。去年至今，已有富达、瑞银
资管、富敦、英仕曼、贝莱德、施
罗德等13家外资机构先后在我
国登记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

这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
对外开放措施近期的有序落
地，也意味着A股拥有不惧国际
竞争的自信与坦荡。如，中国
证监会拟放开在境内工作的外
国人、A股上市公司中在境外工
作并参与股权激励的外籍员工
两类人员，在境内开立A股证券
账户；H股“全流通”试点进展顺
利等。

据新华社电

金融科技战略布局
给传统银行带来新生机

报告称，2017年中国银行
业总体经营环境趋于改善，全
球经济增速温和回升，国内经
济开启高质量发展，并实现稳
健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银
行业总体经营稳健，发展态势
向好。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继
续保持增长，净利润增速明显
回升，2017年商业银行累计实
现净利润17477亿元，同比增长
6%，增速较2016年上升2.5个百
分点，商业银行净息差从2017
年二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
出现回升，由一季度的2.03%升
至四季度的2.10%，带动银行业
绩出现改善。2017年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率企稳，资产质量边
际上有所改善，风险抵御能力
有所增强。

报告指出，2018年，银行业
监管态势依然严峻，防控金融
风险仍将是银行业的重点工

作。此种背景下，银行业发展
将进入变革的关键时期，银行
业整体经营业绩有望继续改
善。

近年来，银行业纷纷加快
金融科技战略布局。《报告》介
绍，如今银行积极借助现代科
技推动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
深度融合，打造传统业务与现
代业务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
新模式。主要表现为：一是通
过金融科技引领革新，打造线
上线下一体化、全渠道轻型智
能服务新模式；二是加快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等新技术落地应用，实现现代
科技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
三是紧跟新技术发展加快金融
科技布局，积极尝试设立金融
科技子公司，打造传统业务与
现代业务相互支撑、共同发展
的新模式；四是积极推进直销
银行布局，通过互联网渠道拓
展客户，客群清晰、产品简单、
渠道便捷，以全新的形象、经营

模式、客户接触方式给传统银
行业带来新的生机，截至2017
年11月末，我国直销银行数量
已达114家。

中小银行有望
迎来外资银行增资潮

7月11日，银保监会发布
称，近期批准约旦阿拉伯银行
筹建上海分行、中国信托商业
银行筹建深圳分行、东亚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支行
升格为分行，批准彰化商业银
行在内地的子行开业、国泰世
华商业银行在内地的子行开
业。

而《报告》显示，自2017年
11月起，关于外资银行的开放
政策纷至沓来，纵观我国银行
业对外开放历程和在华外资银
行发展现状，随着我国对外开
放格局的不断扩大和完善，外
资银行在华经营发展在广度和
深度上都有了质的变化。而新
一轮银行业对外开放对国内银

行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对国内银行业的市场
份额影响有限，外资银行风险
偏好多较为审慎，预计未来在
普遍看好中国市场的基础上将
稳步加大在华市场投入，国内
市场份额增长不会“反客为主”
的现象。二是中小银行将迎来
外资银行增资潮，增资不仅能
使外资银行实现更好的收益，
还可借助增资甚至控股中资银
行，优化网点布局、品牌认知度
和客户结构，实现个人零售业
务、理财业务、私人银行业务方
面的拓展，丰富在华业务结
构。三是对国内银行业的传统
存贷业务冲击有限，受网点数
量、资本金、规模的限制，外资
银行在华信贷业务和吸收存款
能力难以与中资银行正面展开
竞争。四是对国内银行业的中
资“走出去”客户服务可能面临
一定程度冲击，外资银行在业
务综合化、服务效率等方面都
有着一定的竞争优势。

《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8）》发布

银行业整体净利润增速继续向好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中国保险保障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近日发布《中
国保险业风险评估报告2018》，
在回顾2017年度保险业内外部
环境的基础上，对行业运行形
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并
着重对当前行业经营发展中存
在的风险问题展开剖析。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乃
至当前，我国保险业面临的主
要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七个
方面：部分公司出现较大的流
动性压力；人身险业务转型面
临诸多挑战；产险公司经营压
力较大；资产负债管理能力面
对利率风险挑战；信用风险需
持续关注；公司治理及规范经
营方面存在较多问题以及声誉
风险不容忽视。

虽然行业2017年现金流整
体较为充裕，但个体分化明显，
局部流动性风险隐患显现。部
分人身险公司在业务结构调整
期保费流入下降，同时退保金
大幅增长，满期给付总量仍处
于高位，现金流出压力持续上

升。部分公司过去高度依赖中
短存续期业务，资产负债错配
严重，现金流面临严峻考验。
此外，部分过去经营非寿险投
资型产品的公司业务存量余额
较大，考虑到这几家公司将面
临较为集中的满期给付压力，
需要警惕流动性风险。

而人身险业务转型面临诸
多挑战。一是部分公司主要在
售产品停售，但多数中小公司
缺乏开发保障型产品的经验数
据及精算能力，产品开发压力
较大。二是银邮渠道集中给付
型产品停售，保障型产品销售
能力不足，保费增速大幅下滑；
个险渠道建设成本高、周期长，
中小公司较难补齐渠道短板。
三是负债久期拉长、长久期资
产较少，行业整体市场风险和
保险风险最低资本要求提高，
同时民营资本流入大幅减少，
人身险公司偿付能力指标普遍
下滑。四是伴随着产品切换，
保险公司面临的风险也逐渐向
长期化、复杂化风险转变，对公
司风险管理、投资、运营等多方
面提出更高要求。

产险公司经营压力较大，
去年近八成公司处于承保亏损
状态。车险方面，市场竞争依
旧激烈，高费用率持续，近九成
公 司 车 险 综 合 费 用 率 超 过
40%。高费用问题带来中小公
司亏损局面难以扭转，差异化
经营策略屡屡受挫。非车险方
面，保费收入快速增长，2017年
增速达24.21%，自2013年至今
首次超过车险增速；但非车险
承保亏损加剧，经营问题较
多。传统非车险种费率走低，
保证保险业务风险需持续关
注，部分意外险产品背离保险
本源。

由专家委员会专家为报告
撰写的外部专家风险观测专题
文章，集中反映了对非车险经
营亏损、商业车险改革、利率风
险、寿险公司转型、信用风险、
长期股权投资估值等问题及对
策的思考和研究。

专家对2018年保险行业风
险及应对策略进行了全面剖析
及预判，专家认为，从长期看，保
险公司仍然要防范低长期利率
的风险。相比于2017年，2018

年无风险利率呈下行趋势，市场
缺乏高收益的投资机会，人身险
公司负债久期较长、成本较高且
有一定刚性，面临投资资产到期
后再投资的风险。

非车险方面，专家建议在
监管层面实施分类监管、推动
强制保险落地、加强产品监管、
提升费用透明度；在市场层面
加强风险管理教育、定期修订
纯风险损失率表、计提巨灾准
备金、严控中介费用；在主体层
面坚持正确的发展战略、经营
理念和绩效评价导向。此外，
未来商车费改应从产品多样化
和费率市场化两方面进行深化
改革。

自2015年开始，中保基金
公司连续四年编写并发布保险
行业年度风险评估报告。作为
保险业唯一一份以第三方独立
专业视角监测和评估行业风险
的年度报告，行业风险评估报
告通过细致梳理行业现状和风
险问题，为保险行业和机构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借鉴信息，并
希望以此促进行业风险管理水
平的提升。

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在京发布《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8）》。报告显示，2017年银行业资产负
债规模继续保持增长，净利润增速明显回升，2017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17477亿元，同比增6%。
报告还预计，2018至2019年，中国银行业整体净利润增速将继续向好。 青年报记者 孙琪

中国保险业风险评估报告显示：

部分险企出现较大的流动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