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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分析： 

 一行三会问诊金融风险 互联网及不良风险为银行治理重点 

信息精粹： 

◆【2 月人民币信贷增速回落 中长期贷款占比超九成】 

◆【不良资产证券化按下确认键 试点初期额度不大】 

◆【即将迎来最严厉监管 P2P 平台每日需更新 21 项信息】 

◆【中国收紧大陆公民购买境外保险限制】 

◆【开年经济数据：工业惨淡消费下滑 唯地产投资一枝独秀】 

 

 

 

 

重要声明: 本刊物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

何保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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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三会问诊金融风险  

互联网及不良风险为银行治理重点 
【参考信息】 

 金融业正在通过创新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自身的局部风险也不断暴

露，如股市曾经断崖式下跌让投资者的信心备受挫折，传统的银行业面临不良

资产攀升利润明显收窄，处于黄金发展期的保险业不断上演追求规模化经营、

社会资本疯狂逐利保险业的场景，传统金融业的各种问题尚未解决，而 P2P跑

路不断发酵，已将向房地产的首付款渗透。 

 近日，在“一行三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央行行长和三会主席都在就行业热点

话题问诊风险。 

 对于如何提振股市信心，刘士余指出，无论是注册制还是核准制，都要以保障

投资者合法利益为前提。同时，在对于市场专注的中证金持股会在什么时候退

出时，刘士余指出，其还没有考虑这事，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谈中证金推出

都为时尚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消除了另一个潜在利空恐慌。 

 周小川指出，互联网金融要整治，治理欺诈、动机不良的互金平台。尽管央行

等十部委在去年 7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

监会在去年底也下发了网贷行业监管细则，但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依旧较为混

乱。针对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现状，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去年发布的

互联网金融文件还没有真正落实执行，由于互联网金融形势发展很快，又有很

多新的问题发生，形成一些新的挑战，这些也需要进行新的研究。 

 周小川指出，这些还都是新生事物，出了事大家都希望加强监管，但究竟行业

应该是什么样的规矩、怎么样监管，还正在探索之中。对于未来互联网金融行

业，特别是 P2P 行业的乱象，周小川指出，对互联网上有一些动机不良、欺诈

平台要进行专项整治，同时一些风险意识不强、经营过程中由于自身不谨慎而

出现问题的，未来也要通过规则和监管来引导走健康之路。另外，互联网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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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自律管理，在未来若干天将正式挂牌成立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要

加强自律方面的管理。 

 目前各部委也开始纷纷行动。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指出，央行将与相关部门一起

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活动。尚福林同样表态指出，银监会将加大对 P2P网

贷等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监管，并与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治理。 

 提高银行资产质量，治理不良资产风险已是迫在眉睫。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上

周末的“两会”记者会上指出，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

和不良资产收益权的转让试点，以此提升银行贷款的周转速度。 

 多家银行曾指出，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资产质量的稳定，压缩不良贷款的

规模。首先要控制 “出血点”，防止新的不良贷款冒出；其次是“清淤”，主

动催收、重组、执行处置抵质押物等，保持信贷质量管理的主动权。 

 较为乐观的是，尽管不良率在增长，但当前银行业整体风险可控。尚福林指出，

去年底，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 1.67%，较国际仍处于较低水平；拨备覆盖率

是 181%，也就是说有 1块钱的不良资产，就有 1.81元的拨备可以作为对冲，拨

备相对来讲也还是充足的。尚福林强调，银监会始终将风险作为工作重点，防

患于未然，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则指出，社会资本进入保险业要明确核心是姓“保”，不能

捞一把就走。国内经济迎来阵痛期，但作为社会稳定器和服务器的保险业在逆

势发展，各路社会资本纷纷涌入保险业。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今日召开的 “部

长通道”会议上首次披露排队等保险牌照的企业数量，并为进驻资本圈定了多

项条件，如自身条件要硬、要有良好的财务报表等硬性要求。 

【分析点评】 

 在 3月 12日“一行三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各部门领导均对当前行业所属

的热点话题进行回答，同时问诊存在的各项风险，银行方面，当前最大的风险

点集中于互联网金融以及不良资产率的增加两个方面，2016年银监会及央行会

将进一步加强互联网金融及不良资产方面的风险监控，将风险作为工作重点，

防患于未然，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参考链接】 

 一行三会问诊金融风险：银行如何打响利润保卫战 

http://bank.eastmoney.com/news/1174,201603146037249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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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人民币信贷增速回落 中长期贷款占比超九成】 

央行最新公布的 2 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42.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3%，增速比上月末低 0.7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 0.8个百分点。

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7266 亿元，同比少增 2970 亿元，较上月增长额大幅回落。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员闫玲指出，从贷款结构来看，企业和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保持

较稳定的比例。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非金融公司贷款的比例为 62%，已经连续

三个月超过 50%。企业和居民中长期新增贷款占全部信贷的 94%。 

闫玲分析指出，2 月信贷新增量低，并非央行转变了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导向，而

是对于 1月信贷过快增长的修正。 

2月份，住户部门贷款减少 65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 1885亿元，中长期贷款

增加 1820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810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3326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5022亿元，票据融资减少 58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

少 722亿元。月末外币贷款余额 8168亿美元，同比下降 9.6%，当月外币贷款减少 67

亿美元。 

闫玲指出，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规模为近一年以来的次高值，受益于稳增长政策、

以及专项金融债的配套贷款投放。企业中长期新增贷款在全部非金融公司新增贷款中占

比 62%，连续三个月超过 50%；票据融资负增长，低于近三年同期水平。居民短期贷款

减少 1885亿元，或因居民用存款偿还了短期贷款；受益于房地产销售旺盛，住房按揭

贷款需求稳定，中长期新增贷款略有回落，与去年同期持平。 

2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7802亿元，其中，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3707

亿元，同比多减 3115亿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指出，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3707 亿元，反映当

前受票据业务整顿影响，表外融资规模大幅收缩；同时企业债和股票融资较上月回落较

快，融资结构需要优化。 

◆【不良资产证券化按下确认键 试点初期额度不大】 

信息精粹 

http://bank.hexun.com/2016-03-14/182730804.html
http://forex.hexun.com/rmbsj/
http://forex.hexun.com/rmb/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999.shtml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1121.shtml
http://forex.hexun.com/usd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28.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016.shtml
http://stock.hexun.com/2015-01-29/172882383.html
http://stock.hexun.com/2015-01-29/1728823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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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2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回应相关问题时指出，央行挑选了少数管理水平比

较高的大型金融机构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而且初期试点的额度也不大。同一日，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指出，通过开展不良资产的证券化和不良资产转让，希望可以提升银

行贷款的周转速度，这样可以提高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此前报道指出，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和招行 6家银行将参与首批不良资

产证券化试点，总额为 500亿元。潘功胜强调，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政策框架设计上，要

从产品设计、投资者选择等方面控制风险，比如不能搞多层证券化，不能卖给个人投资

者等。 

去年以来，暂停八年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即将重启的消息不时传出。而今年来，先是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 1 月上市银行调研中了解到，国务院已同意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

但各家银行试点规模尚未确定。2月，财新报道指出，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

和招商银行 6家银行将参与首批试点，总额度 500亿元。3月 12日，潘功胜回应指出，

这只是试点，央行挑选了少数管理水平比较高的大型金融机构开展试点，而且初期试点

的额度也不大。 

潘功胜指出，不良贷款的正常化是整个信贷资产正常化的一个部分，只丰富了资产

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内容。不管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多和少，升还是降，和央行做这件事

没有太多关系。之所以做这件事，一方面是要培育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的市场；

另一方面，则是要发展拓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市场。 

尚福林当日亦指出，要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收益

权的转让试点。当前贷款的总量是比较充裕的，但贷款的周转速度在逐年下降。通过开

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和转让，希望可以提升银行贷款的周转速度，可以提高支持实体经济

的能力。 

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要理解证券化的实质是一种市场化操作，资产卖出去值多少

钱，是市场定价的。按理说，并不限制究竟打什么包，也可以把一些不良资产打包，但

卖出去的不良资产要根据不良的程度，根据买家未来回收的程度市场定价。 

中信建投银行业分析师杨荣分析指出，不良证券证券化对银行的贡献主要在资产负

债端，对利润端贡献非常小。而且只有不良资产证券化规模达到一定幅度后，对资产端

的改善才能够显现出来。此次试点规模为 500 亿的话，依然较小，尚不能对银行资产端

构成多大的利好。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1304.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123.shtml
http://hkquote.stock.hexun.com/urwh/hkstock/03968.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72.s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10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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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迎来最严厉监管 P2P 平台每日需更新 21 项信息】 

P2P行业即将迎来最严厉监管。据悉，即将挂牌成立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今日在

北京召开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标准研讨会，据业内人士指出，研讨会对个体网络借贷

（P2P）、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和互联网消费金融从业机构的信息披露规范事宜，进

行了讨论。研讨会上还披露了《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规范（初稿），以下简称“规范”》，

其中，要求 P2P平台每日必须披露 21项信息这项尤为引人注意，虽然这只是初稿，仅

供内部讨论，但透露出很强的监管信息。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互联网金融”的关注重点从前几年的“促进”转变为

“规范”。《规范》要求，从业机构需对信披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法律责任。

当从业机构有下列重大事项之一的，应当在事件发生后的 5个工作日内披露相关信息并

作简要说明，如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更换公司管理人员；当年董事会成

员累计变更人数超过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重大投资；重大赔付或者重大投资损失；董

事长、总经理因经济犯罪被判处刑事处罚等，共计 15项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规范》要求，个体网络借贷(P2P)从业机构应披露以下平台运营

情况，以下数据应至少每日更新，包括：交易总额、交易总笔数、借款人数量、投资人

数量、人均累计借款额度、笔均借款额度、人均累计投资额度、笔均投资额度、贷款余

额、最大单户借款余额占比、最大 10户借款余额占比、平均满标时间、累计违约率、

平台项目逾期率、近三月项目逾期率、借款逾期金额、代偿金额、借贷逾期率、借贷坏

账率、客户投诉情况、已撮合未到期融资项目有关信息等，共计 21项平台运营信息。

此外，个体网络借贷（P2P）从业机构应当在项目上线后，披露 P2P项目基本信息，包

括项目名称、金额、期限、还款方式、增信措施、项目风险提示、逾期保障措施等内容。 

◆【中国收紧大陆公民购买境外保险限制】 

据悉，中国收紧了境内居民通过第三方支付方式在香港购买保险产品的限制。根据

保险公司发给代理商的通知，从 3月 12日起，中国央行将禁止境内居民通过跨境电子

支付购买人寿保险、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产品。跨境保险业务只允许内地人士购买人

身意外保险、医疗保险、交通运输保险等产品，但单笔支付金额不可超过 3万元人民币 

中银人寿通知保险专属代理部及企业营销部，由 2016年 3月 14日起，暂停内地人

士通过银联信用卡或银联户口以“通联支付”方式缴交保费，直至另行通告。友邦及中

http://p2p.hexun.com/2016-03-11/182696889.html
http://iof.hexun.com/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36.shtml
http://law.hexun.com/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3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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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寿的客户之前采用“广州跨境”的方式支付保费，每张保单的刷卡金额上限为 100

万港元，该支付管道同时被叫停。 

而类似赴港购买保险的限制措施上个月就已经传出，但与上述报道略有不同。据悉，

自 2月 4日起，大陆公民在香港的保险公司使用终端机支付保费时，使用任何中国银联

信用卡及借记卡的上限为 5000美元/次。 

不过，银联国际随后指出，境外保险机构受理境内银联卡属于限制类交易，一直有

单笔 5000美元的额度限制，近期只是对部分商户的违规行为进行规范。 

近年来，大陆公民近来奔赴香港购买保险的热情大幅升温。大陆规定每人每年结汇

上限为 5万美元，但在境外刷银联卡买保险则没有这一限额。因此，此举被视为绕过外

汇管制来实现资金合法出境。 

此外，相比于在大陆投保，香港保费较低、保额较高；特殊险种可以接受更高年龄

投保；投保金额一般没有特别限制；投保数年，保障至终身；重疾保障范围比较大；严

入宽出，全球理赔；在香港签署的保单由香港的法律保护。 

过去几年，香港保险业快速增长。香港保险业监理处数据显示，2015 年前三个季度，

内地访客赴香港所发出的新保单保费已高达 211 亿港元，占该年首三季个人业务新保单

总保费的 21.7%，而在 2009年，这一占比仅为 6.4%。 

◆【开年经济数据：工业惨淡消费下滑 唯地产投资一枝独秀】 

中国 1-2月工业增速加速回落至 5.4%，创 2008年 11月以来新低。中泰证券罗文波

团队指出，工业增速加速回落一方面受制于去年基数较高的因素，同时也受到内需调结

构、外需持续低迷的压力。年初数据延续四季度下滑的趋势，基本符合预期。 

招商固收孙彬彬、高志刚指出，主要工业品种，钢材、有色、乙烯产量和发电量增

速均回升，水泥和汽车产量增速均出现滑落，工业企业生产整体仍然较为弱势，负产出

缺口继续扩大。 

民生宏观朱振鑫、张德礼指出，工业企业惨淡经营。中国去产能不可能一簇而就，

过剩产能的收缩必定是渐进式的，而外需、投资等终端需求则以相对更快的速度下滑。

在传统工业功过于求的格局没有实质改观的情况下，周期品价格持续暴涨只是镜花水月，

占比较大（超过 30%）的采矿能源原材料等行业盈利触底反弹只是一种奢望罢了。高科

技工业虽保持了高增速，但 10%的占比也其难当大任。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3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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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10.2%，为 20个月以来增速首次出现回升，较

去年同期的 13.9%有下滑明显。 

国信宏观指出，制造业和基建投资继续下滑，而房地产投资则是“一枝独秀”。民

生宏观指出，1-2月房地产累计投资增速较去年全年的 1%有所提高，但在高库存压力下，

房地产投资可能转为负增长。从供给端看，近年新开工面积持续大于竣工面积，未来库

存在 2月的 7.39亿平方米基础上还将被动增加。从需求端看，尽管中央政府强调房地

产去库存是 2016年的重点任务，但从各省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地方政府去库存的执行

力度并不强。 

1-2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长 15%，民生宏观指出，基建稳增长的必要性在提升，将成

为对冲房地产与制造业投资下滑的稳增长主力。今年是基建大年，对资本市场而言，可

重点关注 PPP和专项建设债。一方面 PPP项目加速签约，预计 2016年签约规模可达到 2

万亿元，另一方面则是加快已签约 PPP 项目的落地，如解决融资问题、完善推出机制等。

今年已发行 4000亿专项建设债，预计全年规模也有 2万亿，专项建设债可补充项目资

本金，再通过信贷加杠杆。基建重点投向包括地下管网、海绵城市、高铁等重大工程。 

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涨 10.2%，较去年 12月增速 11.1%，去年全年增速

10.7%小幅回落。招商固收指出，消费品零售总额属于季节性滑落，滑落幅度小于去年

的 1.1%，消费需求仍然比较稳健。 

统计局在分析中指出，增速回落主要是受限额以上单位汽车、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类同比增速下滑拖累，两者拉低总消费 0.7%。此外，网上商品零售增速回落亦较大，对

整体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提振效果有所减弱。此外，民生宏观还指出，单位家具类、建筑

及装潢材料类商品的高增速，与近期楼市销售回暖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