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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银金融租赁获批 专家建议加快放行中小银行 

【参考信息】 

 2007 年 3 月，银监会颁布了《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允许我国商业银行投

资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据媒体报道，目前市场上已有 23 家金融租赁公司营业，

其中银行控股的有 12 家，总资产规模占金融租赁行业总资产的八成左右，占整

个融资租赁行业总资产的三成以上。最近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是今年 5 月份，

银监会批复成都农商行、安邦人寿共同筹建的邦银租赁。 

 北京银行在 2009 年 7 月就通过董事会决议，将在北京发起设立一家注册资本

不超过 20 亿元的金融租赁公司。北京银行对该金融租赁公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

50%，拥有控股权。北京银行关于筹建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银

金融租赁）的申请终于获得银监会批准。记者查阅银监会网站也发现，北银金

融租赁已于 8 月 5 日获批。 

 申请 4 年最终获批，让城商行在申请金融租赁牌照路途中终于松了一口气，而

北京银行作为第一大城商行除了拥有参股中荷人寿保险（放心保）公司外，今

年 3 月其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批，而北银金融租赁获批使其在基金牌照、

租赁牌照中成为城商行中的先行者，也为其综合化经营奠定了道路。郭田勇认

为，花费 4 年时间申请金融租赁牌照期限比较长，随着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放开，

国家对中小银行金融租赁申请应该放宽松。 

 所谓融资租赁，即产品的所有权在租赁公司，企业通过租赁的形式按不同时间

专题分析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1169.shtml
http://gov.hexun.com/cbrc/index.html
http://insurance.hexun.com/
http://www.fangx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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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付款租用，融资租赁是针对企业的一种新型融资方式，也是一种变相盘活资

产、拓宽现金流的方式。2013 年 7 月末，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

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提出：“鼓

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允许发展成熟、经营

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尝试

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

融机构。” 

 数据显示，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仅用 5 年时间，净利润便高达数亿甚至十几亿

元，2012 年，国银租赁、民生租赁、工银租赁、华融租赁分别以 12.24 亿元、

12.21 亿元、11.66 亿元和 10.06 亿元位居行业前列。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 2008

年初的资产规模还不足 300 亿元，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在产规模已经达 9021.66

亿元。5 年时间，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的资产规模增长了近 30 倍。 

【分析点评】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银行通过控股、参股参与其他金融机构，从而向控股公

司演变是未来发展趋势，银行通过综合经营扩大规模，租赁和银行业务相结合有利

于开展中小企业融资。北京银行、成都农商行获批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意味着监管

部门对城商行的综合经营正逐步放开限制，城商行的综合经营有望进入逐步推进的

新阶段。 

【参考链接】 

 央行明确同业存单推出时间表 初期将着力银行间市场 

 

http://bank.hexun.com/2013-09-27/1583582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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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监会批准 8 家中资行设自贸区分行 3 家外资行设支行】 

中国银监会批准 8 家中资银行发起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的申请，并

颁发了金融许可证。首批获准设立的中资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和。另外，花旗银行、星展银

行等 3 家外资银行也发起设立自贸区支行。 

浦发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是直属浦发银行总行的境内一级分行。浦发银行已在资本

项目可汇兑、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化等领域开展研究，后续将根据自贸区在金融领域的

政策安排，配套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交通银行副行长钱文挥则表示，交通银行自贸区分

行将在原有机构基础上升格，但不是简单的一级或二级分行，未来该分行内部将实行分

账管理，自贸区相关业务将单独核算、单独考核，将借助推动自贸区内的外商直接投资

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扩大交行的人民币业务。 

 建行将向自贸区提供大额授信，用于区内重点企业和重点领域。上海银行自贸区

分行直属总行管辖，实行“总行—分行”的层级管理模式，重点为贸易金融、航运金融、

文化金融、医疗金融和教育金融客户提供行业综合服务。 

◆ 【央行节前注入千亿流动性 钱荒不会再度重演】 

为满足季末节前市场资金需求，缓解紧张情绪，临近月末一周，央行已经通过公开

市场操作的放量，向市场注入一千多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结束了此前连续多周的资金

净回笼格局。数据显示，央行于 9 月 24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 880 亿元 6 天期逆回购

操作，打破了此前 7 天或 14 天逆回购的惯例，交易量也创下了自 2013 年春节以来的

新高。7 天 SHIBOR 利率在 25 日下降后，26 日依然上涨 13.9 个基点至 4.055%，14

信息精粹 

http://gov.hexun.com/cbrc/index.html
http://bank.hexun.com/
http://bank.hexun.com/gsyh/
http://bank.hexun.com/zgyh/
http://bank.hexun.com/jsyh/
http://bank.hexun.com/jsyh/
http://bank.hexun.com/nyyh/
http://bank.hexun.com/jtyh/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000.s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185.shtml
http://bank.hexun.com/hqyh/
http://bank.hexun.com/2009/theforeignbank/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2013/zmq/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13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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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SHIBOR 利率则延续 9 月中旬以来的上涨趋势，26 日跳升 38.85 个基点至 5.571%，

显示市场的节前资金紧张情绪依然存在，跨月资金拆借趋于紧张。 

为此，央行时隔一天再度出手。26 日，央行再度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 800 亿元 14

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 4.10%。央行同时对到期的三年期票据做了 49 亿元的续

期。鉴于本周共有央票到期 50 亿元，逆回购到期 180 亿元，加上共计 1680 亿元的逆

回购投放，则最终实现资金净投放 1501 亿元。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连续放量效果已经显现。数据显示，目前各期限利率维持在正常

水平。27 日，虽然隔夜期利率小幅上涨 3.57 个基点至 3.1477%，但 7 天期利率大幅下

降 40.90 个基点至 3.6460%，14 天期利率的上涨幅度也大为下降，仅上涨 8.18 个基点。 

◆ 【小企业不良率反弹预警 部分银行停止担保贷款】 

多数银行反映，在中小微企业贷款中，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仍相对较低；小型企业

不良率则处于大幅攀升中，主要集中在 1000-3000 万规模的贷款，不少银行省分行该范

围内贷款的不良率已超过 5%。 

记者获取的一份安徽银监局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安徽辖内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快速

上升，针对这一现状，安徽银监局对新发生不良贷款的 32 家小微企业进行了典型调查，

显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不良贷款分别占 41.6%、49.38%、7.14%、

1.88%。钢贸贷款大部分划归中小微企业贷款，很多大中型银行东部地区小企业贷款不

良率今年上升很多。据记者获取的数据，截至 4 月份，苏南地区不良贷款中有超过一半

来自钢贸行业。 

中小微企业贷款不良还呈现结构化差异，如上所述，微型企业不良率仍较低，中小

型贷款不良率上升最快。仅以商业银行报表来看，已披露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几家银行

http://finance.qq.com/money/bank/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center/index.htm?page=1040300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center/index.htm?page=1622550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center/index.htm?page=10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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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浦发银行包含小微贷款的个人经营贷款不良率 6 月末 0.91%；招商银行零售贷款

不良率 0.59%；平安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 6 月末为 0.87%。 

◆ 【传央行要求申报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方案】 

中国央行近日召开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CLO)试点工作会议，明确让 20 家参

会的中资银行申报 CLO 试点方案及发行额度，并表示本轮试点获批后，会陆续于明年

上半年完成发行。 

一位参加上述会议的消息人士表示，近日，中国央行召集 20 家中资银行、两家券

商、三家信托等机构相关负责人召开上述工作会议，副行长刘士余在讲话中明确要稳步

扩大 CLO 试点，并督促各银行在 9 月 30 日前尽快申报方案。另一位消息人士亦证实，

央行明确此轮 CLO 试点规模约为 3,000 亿元人民币，待明年上半年各家银行完成发行

试点后，CLO 将迎来常规批次滚动发行，每批次规模约 4,000 亿元，登记托管机构为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已经历过两轮试点，第一轮 2005 年启动，2009 年一度处于停

滞，此前共 11 家境内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 17 单、总计 667.83 亿元

的 CLO 产品；2011 年后有 6 家金融机构发行了 6 单、总计 228.5 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

化产品。 

◆ 【温州拟对大额民间借贷强制备案】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日前提交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草案》首次规定大额民间借贷强制备案制度，规定单笔借款金额 300 万元以上、

累计借款余额 1000 万元以上的，应当备案。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sstock/ggcx/600000.shtml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3968.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sstock/ggcx/000001.shtml
http://finance.qq.com/money/bank/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hk/ggcx/08207.htm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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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共 7 章 49 条，分别为总则、民间融资服务、民间借贷、定向债券融资和

定向集合资金、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其中大额民间借贷强制备案制度是核心之

一。 

《草案》规定，民间借贷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借款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委托的民间融资行业服务机构备案：单笔借款

金额 300 万元以上的；累计借款余额 1000 万元以上的；单笔借款金额 200 万元以上不

满 300 万元或累计借款余额 500 万元以上不满 1000 万元，且涉及的出借人累计 30 人

以上的。 

◆ 【光大携银联首发多币种信用卡 可用多种外币结算】 

9 月 25 日，由珠海市人民政府、中国银联主办的银联标准多币卡首发仪式在珠海

市横琴新区规划建设展示厅拉开帷幕。发布会上，中国光大银行首发多币种信用卡。 

银联多币卡是中国银联与发卡机构共同设计推出的一种双币或多币种银联信用卡

或借记卡。该卡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一卡多户，即可以同时开立人民币账户及美元等一种

或多种外币账户，在境内以人民币结算，在外币账户币种对应的国家和地区以当地货币

结算，无需货币转换，而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以人民币结算时免货币转换费。光大银行

多币种信用卡的推出，无疑将大大提升消费者的刷卡体验，使持卡人轻松实现“一卡在

手 走遍全球”。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sstock/ggcx/601818.shtml
http://finance.qq.com/money/forex/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