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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中期业绩快报出炉

多家银行报喜 净利同比增近两成
近期，宁波银行等多家上市银行中期业绩快报已开始亮相，首批

银行盈利增速表现亮眼，多家公司归属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近两成，
不良贷款率较同期下降。 青年报记者 孙琪

9日，央行就互联网金融风
险专项整治下一阶段工作向社
会通报；16日，中国互金协会在
北京召开落实专项整治下一阶
段工作要求座谈会。7月以来
管理部门释放的种种信号表
明，国家对 P2P 行业规范监管
的姿态没有变，仍然强调 P2P
网贷机构要规范审慎经营，发
挥在提高金融服务普惠性方
面的作用。

当前新形势怎么看？
P2P 网贷平台最早在国外

出现，而后引入我国。2014年
开始，P2P 行业发展进入快车
道。

2016 年 4 月，原银监会牵
头开展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
工作。同年8月，出台《网络借
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
暂行办法》。至此，P2P行业正
式告别野蛮粗放的发展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中
心主任杨东认为，近期一些地
区P2P行业出现的项目逾期增
加、平台退出增多、部分借款人
恶意逃废债等现象并不可怕，
P2P行业作为传统金融业的补
充，能够覆盖银行等金融机构
无法提供资金支持的领域，有
关各方应正确看待行业吐故纳
新的发展过程。

“这轮行业变化恰恰让披
着普惠金融和P2P外衣的问题
平台加速退出市场。”微贷网创
始人姚宏认为，近年来可以明
显感觉到P2P行业正在积极向

健康可持续的方向迈进，一些
大型平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
技术手段提升了风险控制能
力。不少平台已成长为依托科
技手段的新型智慧型企业。

行业前景几何？
7月9日，央行会同有关成

员单位就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认为，互联网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各部门
各地区密切配合、加强协作，按
照统一部署扎实开展整治工
作，互联网金融总体风险水平
显著下降，监管制度机制逐步
完善，行业无序发展、生态恶化
的局面有所改善。

会议指出，将再用1年到2
年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化解存量风险，消除风
险隐患，同时初步建立适应互联
网金融特点的监管制度体系。

有利网首席执行官吴逸然
认为，在国家监管部门和行业
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P2P行业
正经历一段短暂阵痛的改良升
级期，这也为未来行业良性发
展奠定了基础。

业内分析认为，行业正在
经历的此轮震荡恰恰反映了一
些平台非法自融、传销式发展、
发放假标劣标、长期将资产和
资金错配等问题，监管部门应
当予以重视。

如何避免“踩雷”？
P2P不是刚性兑付产品，作

为一种投资方式必然存在风
险。投资者应怎样预防风险，
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避免

“踩雷”？
不抱“赌徒心态”，不碰“庞

氏骗局”。一些非法平台打着
“数字普惠金融”的旗号，大行
“庞氏骗局”的集资诈骗之实。
这些平台并不真正撮合借款人
和投资者，而是通过“借新还
旧”的方式，以高额返利为诱
饵，甚至通过“0元购”的方式让
投资者尝到甜头，最后在灯枯
油尽之时“清盘跑路”。此外，
一些投资者抱着“赚了就走”的
心态，明知是“庞氏骗局”却以
身犯险，最终上当受骗。

拓展信息渠道，不迷信平
台宣传。一些平台为吸引投资
者，刻意将自己包装为“国资控
股”或“国企领投”平台。事实
上，所谓的“国资背景”并不可
靠，一些宣传内容存在夸大造
假成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
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建议，投资
者在选择平台时可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中国裁
判文书网等权威信息发布平台
进行背景调查，通过多信源交
叉核实平台此前的经营情况。

优化资产配置，充分知
晓 投 资 风 险 。 业 内 专 家 指
出，P2P 投资的实质是发生债
务关系，也意味着存在还款
逾期甚至是借方丧失还款能
力的风险，投资者需理性谨
慎投资。

据新华社电

刚刚获得大股东增持的杭
州银行，是首家披露2018年半
年度业绩快报的上市银行。根
据其发布的半年度业绩快报显
示，杭州银行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83.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26.39%；归属于股东的净利
润 30.1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12%。不良贷款率1.56%，较
上年末下降0.03个百分点。拨
备覆盖率228.78%，较上年末提
高17.75%。

近期备受理财产品“爆仓”
谣言困扰的上海银行，于7月22
日公布了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
报。报告显示，该行经营业绩
全面提速。该银行2018年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197.50亿元，
同比增长 28.28%；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93.72亿元，同
比增长 20.22%；2018 年上半年
总资产19187.25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6.14%。客户存款余额
为9906.4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7.26%，客户存款占负债比重为
56.11%，较上年末提高 0.48 个

百分点。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为7803.2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7.51%，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占资产比重为40.67%，较上年末
提高3.94个百分点。资产质量
方 面 ，上 半 年 不 良 贷 款 率
1.09%，较上年末下降0.06个百
分点，延续了自去年6月以来的
下降趋势；拨备覆盖率304.67%，
较上年末提高32.15个百分点；
贷款拨备率3.31%，较上年末提
高0.17个百分点。

宁波银行于7月25日晚间
发布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该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57.0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64%。业绩快报显示，2018
年上半年，该公司各项业务推
进顺利，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
增强。截至2018年 6月末，该
公司总资产1.08万亿元，比年
初 增 长 4.30% ；各 项 存 款
6378.64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长
12.85%；各项贷款 3790.87 亿
元，比年初增长9.50%；基本每股

收益1.12元，比上年同期提高
0.18 元；不良贷款率 0.80%，比
年初下降 0.02 个百分点；拨备
覆盖率499.32%，比年初提高了
6.06个百分点；拨贷比3.98%，比
年初下降了0.06个百分点。

招商银行于7月24日发布
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报告显示，2018上半年，招商银
行实现营业收入1258.31亿元，
同比增幅 11.47%；利润总额
586.31亿元，增幅17.40%；归属
于银行股东的净利润447.56亿
元，同比增幅 14.00%。截至
2018年 6月30日，该行资产总
额 65347.08 亿元，较上年末增
加3.76%；负债总额60292.22亿
元，较上年末增加 2149.76 亿
元，增幅 3.70%。不良贷款率
1.43%，较上年末下降0.18个百
分点。此外，该银行公告称，上
述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
核算数据，可能与2018年半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但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
超过10%。

三问P2P平台运行

■关注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
间，可转债就从火爆到冷清急转
而下，投资者大量弃购现象不
断，承销商不得不巨额包销。

刚刚结束发行的万顺转债
公布了发行结果，投资者弃购
金额达到了2.63亿元，承销商
包 销 占 发 行 规 模 比 例 高 达
27.68%。而同日发行的威帝转
债弃购金额也达到3367万元，
弃购比例达16.83%。

在此之前，湖广转债由于
网上投资者大量弃购，弃购金
额达5.81亿元，超过了总发行
规模的30%。按照湖广转债此
前发行时的约定，当出现此类
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
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但主承销商中泰证券最终仍选
择 了 包 销 ，包 销 比 例 达 到
33.55%。海澜之家也因为网上
投资者放弃认购，公告称华泰
联合证券包销4.01亿元的海澜
转债，包销比例为13.38%。

仅仅在去年9月 25日，可
转债可以信用申购还赚足了市

场的眼球，第一只可信用申购
可转债的雨虹转债开始申购，
雨虹转债在上市首日卖掉就有
盈利，引来投资者纷纷加入申
购大军。最初的雨虹转债、林
洋转债、金禾转债等可转债炙
手可热。

不过，目前可转债的热度急
剧转冷，“之前还申购了一两次，
因为可以信用申购，但是后来发
现出现破发的，就不再申购了。”
投资者李先生说。其认为，随着
股市的波动，导致正股价格回
调，可转债的吸引度自然大减。

东北证券分析师李勇表
示，还有一个就是新券供给的
问题，进入6月份之后新券发行
明显提速，且部分可转债发行
规模较大，对可转债市场的整
体估值可能会造成压制。

也有投资者认为，可转债
从缴款到上市的等待时间有点
长。除了增加资金占用的成
本，还可能因为正股价格波动
加大，进而造成亏损的风险。
有市场人士建议，要增加可转
债的吸引力，应该尽量压缩可
转债上市的等待时间。

可转债从火爆到冷清
承销商不得不巨额包销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近期，全国范围内
出现多起网贷机构“爆雷”甚至

“跑路”事件，为维护网贷行业健
康发展、保障网络借贷各方合法
权益，近期北京、杭州等地主动
相继出台网贷机构退出指引。

今年，7月16日，中国互联
网金融协会在京组织召开专题
座谈会，已提出“对确已不具备
继续营运条件、拟退出市场的机
构，应警示和督促其制定清退计
划，增强退出全过程透明度。”

专题座谈会后一周，7月23
日，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率先向成员机构下发《北京市网
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退出
规程》，鼓励网贷机构优先采用
并购重组方式化解风险、退出网
贷行业。《规程》要求网贷平台秉
持依法进行、市场化运作、优先
保护出借人、协会监督的原则进
行终止、清理、清退网贷业务，制
定和实施退出方案，应依法合规
进行，杜绝违法违规犯罪行为；
网贷机构应主动承担防范和化
解矛盾的责任，特别是在退出方
案实施期间，网贷机构网站不
得关闭，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失
联。另外，北京互金协会将推
动建立风险管理联盟，促进机
构协同发展，加强风险缓释基
金建设，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
处理能力，逐步化解行业风险，

鼓励机构设立纠纷协调小组，
开通投资者热线，各机构设置
投资人集中接待点，妥善应对
各类不稳定因素。

7月25日，浙江互联网金融
联合会与杭州市互联网金融协
会联合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
介机构业务退出指引（试行）》，
并召开了“浙江网贷行业杭州
市帮扶工作小组”第一次筹备
会议，拟成立的浙江网贷行业
杭州市帮扶工作小组将为会员
企业中诚实守信、有持续经营
意愿但面临风险的网贷平台提
供帮助。据悉，该帮扶工作小
组也是全国互金行业首个由自
律机构牵头的风险化解机制，
旨在为为整个行业的整治和健
康发展做出有益探索。

另外，7月23日，上海市互
联网金融行业协会、浙江互联
网金融联合会与安徽省互联网
金融协会曾共同组织召开长三
角行业协会及相关会员单位联
席会议，要求拟主动清盘转型
或退出的网贷平台，应建立退
出工作领导小组，邀请投资人
代表及有关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等第三方专业中介机
构参与制定完善的退出方案，
及时向注册地、实际经营地相
关部门及行业协会报备，并严
格按照方案落实清退进度。同
时，做好员工和投资人的安抚
沟通工作，避免引发恐慌情绪。

多地互金协会出台
网贷退出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