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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分析： 

 房地产融资迎“冰封”时刻 严查理财资金流入房地产 

信息精粹： 

◆【建行一季度实现净利 700 亿 不良贷款余额 1845 亿】 

◆【中国人寿 132 亿参与广发银行增发 持股比例未变】 

◆【招行首季盈利近 200 亿同比增 8.87% 不良率 1.76%】 

◆【国开行将提供 1300 亿元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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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融资迎“冰封”时刻  

严查理财资金流入房地产 
【参考信息】 

 银监会近日连续下发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的文件，并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房地产

风险成为重点排查领域。多家银行的对公信贷业务负责人表示，目前开发贷业务并

未停滞，但全面收缩的势头相当明确。“近期各家银行密集接受监管部门的各种检查。

在信用风险领域，开发贷是检查的重点。监管部门对银行理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

也查得特别紧。”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 

 银监会一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要求，严禁银行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业内

人士表示，在执行层面，监管部门抓得特别细，不放过任何死角。广东、浙江等地

银监部门人士透露，近期“三套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

作是重点，房地产风险则是重中之重，重点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没有违规为房地

产“输血”。例如，信贷资金是否借道建筑业或其他行业投向房地产领域，是否通过

同业业务、理财业务或拆分为小额贷款等方式向房地产领域提供融资。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去年末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6年上半年）》

显示，去年上半年累计有 18.99 万亿元理财资金通过配置债券、非标资产、权益类

资产等方式投向实体经济。其中，投向房地产业的理财资金约 2.09 万亿元，居第二

位，占比 13.06%，仅次于占 14.21%的土木工程建筑业。银行业内人士坦言，实际进

入房地产领域的理财资金规模可能更大。 

 对于排查出来的违规行为，银监部门处罚起来毫不手软。1 月，上海银监局对江苏

银行上海分行开出近 478 万元的罚单，原因是该行为房地产公司违规提供融资用于

支付土地出让金。3 月，青岛银监局对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违规发放房地产

贷款开出一张 20 万元的“罚单”。4 月，华夏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因房地产贷款资

金管控不到位受到行政处罚。 

 监管部门的高压令商业银行调整房地产开发贷款策略。“我们最近几年对于开发贷的

投放都很谨慎，审批权限也卡得非常死，地方分行可以批的开发贷额度不高。”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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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行对公业务人士表示。民生银行某地方分行相关负责人说：“现在地方分行没有开

发贷，审批权限都在总行的房地产事业部。” 

 多位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目前在股份制银行，开发贷审批权限上交总行很普遍。

个别股份制银行大幅收缩房地产贷款业务甚至停止新增业务。 

 开发贷的收缩在上市银行 2016 年报中也有体现。建设银行 2016 年房地产业贷款余

额 2991.98亿元，较上年减少 1149.98亿元，房地产业贷款金额占比也从 2015年的

4.29%降至 2.91%。中国银行将房地产行业与过剩产能行业等一同视作风险控制的重

点领域，2016年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余额为 2809亿元，较上年末下降 17.95%。 

 业内人士预计，开发贷全面收缩之势暂难逆转。央行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一季度

房地产贷款新增 1.7 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 40.4%，比 2016 年占比低 4.5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7.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比上年末回

落 0.9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1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7%，比上年末回落

1.1个百分点。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称，截至一季度末，银行业房地产信用敞口约为 29.8

万亿元，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12.7%。未来央行将继续积极指导金融系统配合做好房

地产调控相关工作。 

 当然，银行对开发贷并非完全“封杀”，而是遵循国家政策导向，有保有压。交通银

行某地方分行人士表示：“目前政策对于开发贷控制得非常紧，但对于保障房仍大力

支持。一季度我们分行的房地产贷款额度基本都用在保障房项目上。”银监会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 3月末，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余额 3.5万亿元，同比增长 52.2%，

比年初增加 3392亿元，同比多增 313亿元。 

 除开发贷外，银监会近期明确要求银行将房地产企业贷款、个人按揭贷款、以房地

产为抵押的贷款、房地产企业债券以及其他形式的房地产融资全部纳入监测范围，

定期开展房地产压力测试。而对于房地产融资占比高、贷款质量波动大的银行业金

融机构，以及房地产信托业务增量较大、占比较高的信托公司将会被各级监管机构

重点关注。 

 据悉，银监会信托部主任邓智毅在日前召开的信托业监管工作会议上表示，信用风

险是信托资产面临的主要风险，信托业的实际风险水平可能高于预估。2016年以来，

房地产信托业务、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领域的风险更为突出，信政合作业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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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释不足的问题愈加普遍。 

 这意味着，房地产“输血”的另一重要管道——房地产信托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管。

招商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开发商资金链指数自 2016年四季度以来持续收紧。截至今

年 3月底，该指数下降至 128%，是 2015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 130%的“红线”。 

【分析点评】 

 由于地方银监部门对于一些全国性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无法完全“穿透”，

许多资金通过理财、资管产品“绕来绕去”，最终进入房地产领域，因此，房地产融

资将是今年监管部门排查的重点。银监部门将全面控制房地产融资业务增速，从而

有效防范集中度风险。 

【参考链接】 

 房地产融资迎“冰封”时刻  严查理财资金流入房地产 

 

◆【建行一季度实现净利 700 亿 不良贷款余额 1845 亿】 
4月 27日晚间，建设银行公布的 2017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显示，截至 3月 31日，

该行实现净利润 702.31 亿元，其中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700.12亿元，分别较上年

同期增长 3.42%和 3.03%。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 1.32%，年化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 17.63%。

资产总额 216952.04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7314.99 亿元，增长 3.49%。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 3 月 31 日，该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1845.11 亿元，不良贷款率

1.52%，与上年末持平。减值准备对不良贷款比率为 159.51%，较上年末上升 9.15 个百

分点。建行表示，该行积极顺应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趋势，把握产业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趋势，主动调整信贷结构，严把风险入口和出口；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深

化合规官制度试点和合规体系建设，引入大数据和系统机控手段，夯实前中后台合规立

体式防线；创新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手段，提升不良贷款处置效率，信贷资产质量总体

保持稳定。 

中间业务方面，今年一季度，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387.67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02%。信用卡、理财产品、电子银行等实现较快增长，托管、单位人民币结算、

国际结算等业务稳健发展。 

信息精粹 

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jrxw/2017-04-28/doc-ifyetstt3679591.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gsdt/2017-04-28/doc-ifyetwsm08255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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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报显示，截至 3 月末，建设银行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的

资本充足率 14.82%，一级资本充足率 13.1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98%，均满足监

管要求。” 

◆【中国人寿 132 亿参与广发银行增发 持股比例未变】 
中国人寿昨日晚间公告称，将斥资 132亿元参与广发银行股份增发。这是中国人寿

旗下资产管理公司前不久斥资 29.99亿元认购京能电力股份后，该集团的又一大手笔投

资。 

中国人寿公告称，广发银行拟于近期进行总额不超过 300亿元的股份增发。为保持

对广发银行的持股比例，中国人寿拟以不超过每股 7.01元的价格认购逾 18亿股广发银

行增发股份，总对价约为 132亿元。此次交易完成后，中国人寿将持有广发银行经增资

扩股后的 43.686%股份，与本次交易之前中国人寿所持有的广发银行股份比例保持不变。 

中国人寿表示，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国寿自有资金。参与此次增资，将可继续保持

对广发银行的现有持股比例以及在广发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中的重大影响力，有利于进

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拓宽业务发展空间、提高公司整体投资收益水平。 

中国人寿参与此次认购的原则是保持对广发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变，具体认购数量和

认购价格将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结果备案价格进行调整。至公告日，交易相关方尚未签署

相关交易协议。此次增资尚需国有资产评估备案及财政部、保监会、银监会等相关监管

机构审批。 

中国人寿同日发布的 2017 年一季报显示，公司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17 年一

季度，公司保费收入 2462.08 亿元，同比增长 22.1%；实现净利润 61.49 亿元，同比增

长 17.1%。中国人寿表示，由于监管要求会计估计变更，寿险责任准备金增加 108.79

亿元，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增加 24.1 亿元，一季度合计减少税前利润 132.89 亿元。 

截至 2017年一季度末，中国人寿资产总额 2.8万亿元，较 2016年末增长 4%；净投

资收益率为 4.68%；总投资收益率 4.53%，同比增加 0.84个百分点；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300.9%。 

◆【招行首季盈利近 200 亿同比增 8.87% 不良率 1.76%】 
招商银行昨日晚间在港交所发布的 2017 年一季报显示，招商银行（集团口径）一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72.53 亿元，同比微降；实现净利润 199.77亿元，同比增长 8.87%；

一季末不良贷款率为 1.76%，较上年末下降 0.11 个百分点。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7-04-28/doc-ifyetxec6805591.shtml
http://news.hexun.com/2017-04-27/1889842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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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负债规模方面，截至今年 3月末，招商银行资产总额为 6万亿元，比年初增

长 0.98%；负债总额为 5.58 万亿元，比年初增长 0.72%。贷款及垫款总额为 3.43 万亿

元，比年初增长 3.35%，客户存款总额为 3.93 万亿元，比年初增长 5.3%。 

今年 1至 3月，招商银行实现营业净收入 572.53亿元，其中，净利息收入 349.14

亿元，同比增长 1.77%，净利息收入在营业净收入中的占比为 60.98%；非利息净收入

223.39 亿元，同比下降 7.10%，在营业净收入中的占比为 32.56%，同比下降 1.41 个百

分点；其他净收入 34.73 亿元，同比下降 16.19%，主要是由于投资净收益减少较多。 

在资产质量方面，招商银行出现稳中趋好态势。截至 2017 年 3 月末，招商银行不

良贷款余额为 605.04 亿元，比上年末减少 6.17 亿元，不良贷款率 1.76%，比上年末下

降 0.11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208.67%，比上年末上升 28.65 个百分点；贷款

拨备率 3.68%，比上年末上升 0.31个百分点。 

◆【国开行将提供 1300 亿元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国家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日前在石家庄举行高层联席会议并签署《建设河北雄安

新区开发性金融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双方将按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依法依

规的原则，在新区规划编制、投融资主体组建、体制机制创新和重大项目融资等方面进

一步加强全方位高效务实合作。 

据悉，国开行将发挥“投贷债租证”综合金融优势，支持雄安新区对外骨干交通路

网建设、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白洋淀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近期，将

提供 1300亿元资金支持新区起步区相关工作。 

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表示，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开行在支持雄

安新区规划建设中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国开行与河北省在雄安新区谋划建设方

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目前国开行已成立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将进一步

发挥开发性金融在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关键时期的功能和作用，以“规划先行融智、

改革创新融制、市场运作融资”的“三融”方式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为新区建设提供全

方位服务。国开行将适时在新区设立分支机构，全力满足新区建设需求。 

据介绍，截至 2017 年 3月末，国开行累计向河北省投放贷款超过 8000亿元；国开

行河北分行非个人中长期贷款余额 2379.5 亿元，位居省内同业首位，继续保持中长期

融资主力银行地位。 

 

http://bank.hexun.com/2017-04-28/1889930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