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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全国小贷公司一年半少了279家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近日发布了《2018年二季
度互联网投融资运行情况》报
告。2018年第二季度我国互联
网投融资额达到276亿美元，环
比增长133%，在全球互联网投
融资额中占比近一半。2018年
第二季度，全球互联网投融资
额是569亿美元。

报告显示，资本市场活跃
度大幅提升，投融资案例数环
比增加66%，同比增长87.4%，行
业投资高度活跃主要是因为全

球资本趋紧，创业企业备粮过
冬。投资额度创新高，披露的
投融资金额环比增长 133.9%，
同比上升72.5%，主要是因为政
策利好推动优质独角兽企业融
资备战上市。早期融资占比回
升至较高位置，达到 74.5%，环
比增长9.8%。

在互联网投融资重点领
域，互联网金融领域成为最活
跃的领域，2018年第二季度，互
联网金融领域的融资额达162
亿美元。金额超1亿美元的投
融资案例达到35起，融资额居
前的企业有蚂蚁金服、满帮集

团、汇通达、哈罗打车、京东、
VIPKID，微医集团、草根投资、新
潮传媒、同程旅游等。

从全球来看，2018年第二
季度，全球互联网投融资额达
到569亿美元。全球资本市场
活跃度企稳回升，环比增长
19.5%，同比升高6.5%。投融资
金额增长显著，环比增加58.5%，
同比升高35.8%，受中国大额投
融资案例影响明显，在全球互
联网投资总额中，中国和美国
占比最大，远超其他国家和地
区，第二季度，中国的互联网投
融资总额超过美国。

根据央行统计，截至2018
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
司 8394 家，贷款余额 9763 亿
元，上半年增加22亿元。而今
年一季度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
司8471家。

根据历年央行统计数据，
2016 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
款 公 司 8673 家 ，到 2017 年
底，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8551 家，降低了 122 家，再到
今年 6 月末的 8394 家，再次
减少了 157 家，从 2016 年末
至今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

减少了 279 家。
市场人士分析，这与各地

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的规范监管
不无关系。

今年5月，重庆市金融办印
发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银行账
户管理指引，规定了小额贷款
公司银行账户的开户银行应是
在渝商业银行及其在渝分支机
构，应选择自愿配合监管部门
监督账户使用情况和主动报告
异常现象的银行，银行账户开
立、变更或撤销后，应在10个工
作日内上报等。

广州也针对小额贷款公司
的监管做出了规范。今年1月，
广州市金融工作局在官方网站
下发《小额贷款公司现场检查
细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稿指出，重点检查小额贷款公
司是否存在吸收或变相吸收存
款，组织或参与任何名义、形式
的集资活动；是否有控股或参
股P2P公司，或是否有与P2P平
台合作并提供担保；是否向银
行业金融机构业务提供担保；
是否违反贷款利率政策等 11
项内容。

这两年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逐年减少，央行最新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小
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394家，相较于
2016年末的数据，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减少了279家。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央行最新发布的今年上半年
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目前全国小额贷款公司从业人员
共计99502人，实收资本8449.23
亿元，贷款余额9763亿元。

数据显示，江苏省、辽宁省
与吉林省三个地区的小贷公司
数量占据绝对的优势，分别为
637 家、619 家与 614 家，而北

京、上海有102家、127家小贷
公司。在贷款余额方面，重庆
最多高达 1633.60 亿元，江苏
省、广东省、浙江省、四川省均
超过 500 亿元规模，注册资本
上，重庆、江苏省与广东省的实
收资本占据前三。

在监管整顿之下，虽然小
贷公司数量有所减少，但贷款

余额并没有整体下降，2016年
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8673家，
贷款余额 9273 亿元，2017 年
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551
家，贷款余额9799亿元，2018年
6月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8394
家，贷款余额9763亿元，并没有
随着小贷公司数量减少出现太
大的变化。

据市场人士介绍，近年来
随着小贷行业发展，一些不规
范，甚至违法违规经营的小额
贷款公司给行业发展带来极大
负面影响，各地在加强小额贷
款公司的规范监管的同时，一
些不合格的小额贷款公司被停
业整顿。

今年6月份，山西省金融办
出台了《关于促进全省小额贷
款公司规范经营防范风险的意
见》，进一步规范全省小额贷款
公司经营行为，促进小额贷款
公司持续稳健发展，防范风险，
《意见》指出，小额贷款公司严
禁非法吸收或变相非法吸收公
众资金放贷，严禁抽逃或变相

抽逃注册资本金，严禁发放高
息贷款。放贷资金必须是自身
自有资金和政策允许的渠道融
入的资金。不得从贷款本金中
先行扣除利息、手续费、管理
费、保证金或设定高额逾期利
息、滞纳金、罚息等。贷款利率
和以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
取的综合资金成本（折算为年
化形式）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上
限。

有报道称，在6月19日，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净化小额
贷款公司经营市场环境，根据
相关规定，山西省金融办取消
了30家小贷公司经营资格，要
求不合格主体退出市场。其

中，太原9家，大有5家，忻州11
家，朔州2家，阳泉、晋城、运城
各1家。

在今年5月30日四川省金
融工作局公布了对全省小额贷
款公司的合规经营检查结果，
通报对71家小额贷款公司予以
处罚，其中46家被取消业务资
格。这是近年来，四川省对小
贷行业处罚检查力度最大、执
行最严的一次。

据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协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类公司
主要由于长期未开展小额贷款
业务、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等情
况而被取消业务资格，今后将
不得继续从事小额贷款业务。

贷款余额整体没有太大变化

不合格小贷公司被停业整顿

全国小贷公司数量逐年减少

互联网投融资二季度达到276亿美元

■资讯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7月25日，上海保
监局一口气开出10张罚单，大
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简称“大童上分”）等5
家保险中介公司和高管因此受
罚。记者翻看这10份罚单，其
中大童上分和时任高管被处罚
金最高。

据上海保监局介绍，大童
上分存在三项违规：一、未按规
定制作使用客户告知书。该公
司自2010年开业至检查组检查
时，在开展团财业务和高端医
疗业务过程中，从未制作并使
用过客户告知书。二、住所变
更事项未报告，据悉2016年10
月至12月，该公司办公地址变
更事项未在发生之日起5日内
向上海保监局报告。三、编制
或者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
该公司2016年2笔会务费财务
凭证记载事项与费用的实际用
途不符。根据相关规定，该公
司被给予警告，合计处罚款
18.7万元，时任负责人被给予
警告，并处罚款5.7万元。

美华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和

高管也收到两张罚单，该公司
违规原因是其宝山分公司自成
立以来实际营业场所与向保监
局报送的营业场所不一致。因
该公司存在编制或者提供虚假
报告、报表的行为，被给予警
告，并处罚款10万元。美华销
售的副总经理被给予警告，并
处罚款5万元。

上海汇中保险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静安分公司与大童上
分、美化保险销售类似，该公司
2017年7月3日住所地址发生
变更，该变更事项未在发生之
日起5日内向保监局报告。另
外，该公司2016年存在未办理
执业登记并取得执业证即开展
经纪业务的情形。对此，保监
局责令该公司改正，给予警告，
合计处罚款1.5万元。高管被
给予警告，并处罚款5000元。

此外，上海威明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上海东大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各收到两张罚单，均
是因未按照要求投保职业责任
险，被上海保监局责令改正，公
司均被处罚款4万元，相关责任
人被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4 万
元。

五家保险中介违规收罚单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大数据报告显示

制造业新增意向投资数最多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银保监会日前在
官网宣布，安联财险注册资本
从8.05亿元增至16.1亿元，德
国安联保险集团持股比例由
100%降至50%，北京京东叁佰陆
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

“京东”）等4家股东认购50%股
份。这也意味着，安联财险公
司性质将由外商独资变为中外
合资。公开资料显示，安联财
险于2003年成立，原是由德国

安联保险集团（Allianz SE，下
称“安联保险”）单独出资，注册
资本8.05亿元人民币。

银保监会官网最新显示，由
京东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中的4.83
亿元。这也意味着京东虽然如愿
成为安联财险的第二大股东。

近年来，BATJ积极布局保
险业，阿里、腾讯、百度此前已拿
下了保险牌照。与京东不同的
是，阿里、腾讯、百度此前取得的
基本都是互联网保险牌照，京东
此次拿下的是传统财险牌照。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全国意
向投资项目数量新增45.9万个，
同比增长23.3%。国家发改委发
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发展趋势
监测报告，通过大数据反映不同
行业、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投资
结构、方向变化发展趋势。

据了解，全国投资项目在
线审批监管平台于2017年2月
1日正式运行后，在为各类投资
项目赋予统一项目代码并归集
审批、管理信息中，形成了意向
投资项目和拟建投资项目的大
数据。利用在线平台数据，着
眼反映不同行业、地区未来一
段时间的投资结构、方向变化
发展趋势，编制形成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发展趋势监测报告。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

国意向投资项目数量新增45.9
万个，同比增长23.3%。同期，
全国意向投资项目投资额新增
73.1万亿元，同比增长6.9%。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
拟建投资项目数量新增13.3万
个，同比增长15.6%；全国拟建
投资项目投资额新增27.3万亿
元，同比增长11.1%。

从各行业投资发展趋势情
况看，制造业新增意向投资项目
数同比增长最多。报告显示，
2018年1至6月份，基础设施、
制造业、房地产业新增意向投资
项目数分别同比增长-0.81%、
42.9%、24.8%；投资额分别同比
增长-33.5%、23.7%、38.6%。

京东入股安联财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