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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保险业姓保”特色强化

万能险占人身险比重下降19.45个百分点

随着温州民商银行公布 2016 年年
报，首批试点 5 家民营银行——深圳前
海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天津金城银
行、浙江网商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已全
部发布 2016 年成绩单。总体来看，5 家民
营银行经营业绩大幅增长，不良贷款率
总体较低，个别银行不良率为零。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民营银行只有
紧密围绕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社
区居民、“三农”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便
利的金融服务，加快培育核心竞争力，才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营业绩大幅增长

从首批试点的 5 家民营银行发布的
2016 年年报看，经营业绩均大幅增长。
截至 2016 年末，上海华瑞银行实现营业
收入 6.61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57.85%，
净 利 润 为 1.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13.55%；天津金城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5.51 亿元，同比增长约 130.69%，实现净
利润 1.28 亿元；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在
2016 年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 4.01 亿
元；2016 年浙江网商银行净利润也实现
由负转正，为 3.16 亿元；温州民商银行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2.33 亿元，实现净利润
5052.54万元。

“首批试点的 5 家民营银行运营时
间较短，其利用自身在特定领域的优势，
推进差异化经营，各项业务数据实现高
速增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说，民营银行物理网
点较少，甚至个别银行不设物理网点，员
工人数明显少于商业银行，节约了大量
成本，为其业绩增长提供了一定支撑。

业绩大幅增长的同时，5 家民营银行
不良贷款率也处于较低水平。2016 年年
报显示，截至 2016 年末，深圳前海微众
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0.32%，天津金城银
行不良贷款率为 0.01%，上海华瑞银行
不良贷款率为零，温州民商银行五级分
类不良率为零。

董希淼说，民营银行不良率较低，既
是因为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
民营银行谨慎经营，主动规避风险，也因
为民营银行未经历完整信贷周期，不良
风险还未充分暴露。“民营银行如此低的
不良率不会是一个常态，其风险控制能
力还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他说。

差异化发展初见成效

民营银行从设立之初，就聚焦中小
微企业、“三农”和社区等薄弱领域金融
服务，突出有别于传统银行的发展特色，

建立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特定战略，谋
求与现有银行的错位竞争，互补发展。从
年报来看，这种差异化竞争策略取得了
积极成效。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全线上运营信贷
产品“微粒贷”，依托微信和手机 QQ 提供
个人小额信用循环贷款。截至2016年末，

“微粒贷”产品累计发放贷款 1987 亿元，
笔均放款约 8000 元；2016 年，温州民商
银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18890万元，占全
部贷款的 81.85%；截至 2016 年末，浙江
网商银行累计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879
亿元，服务小微企业客户数 277 万户，户
均贷款余额约为 1.5 万元；截至 2016 年
末，上海华瑞银行四部门口径的小微客户
贷 款 余 额 占 全 行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的
55.94%，比上年末增长17.39个百分点。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周晓维说，
依托腾讯的社交网络优势和阿里巴巴的
电子商务平台，在发放个人信用贷款和
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微众银行和网商银
行分别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可以看到，在
个人和小微企业贷款方面，民营银行在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身的差异化优势。

补短板推动可持续发展

尽管民营银行聚焦薄弱领域金融服

务，寻求差异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

“目前，民营银行大多尚未形成完整
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支持能力还有待加
强；在客户定位方面，服务的具体行业和
群体还有待进一步细分。”董希淼说。

浙江银监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民营
银行的短板和不足体现在人才吸引困
难、融资成本较高以及公司治理仍需持
续完善等方面。“民营银行品牌知名度不
高，社会认知度较低，人才引进难度较
大。同时，民营银行吸收公众存款相对有
限，同业融资在负债端占比较高，负债来
源比较单一，相比传统商业银行，融资成
本高且更易受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另
外，民营银行虽初步建立了‘三会一层’
的公司治理体系，内设部门和组织架构
也不断优化，但由于成立时间较短，治理
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履职有效性还
需进一步提升。”上述负责人说。

周晓维说，如何更好地利用股东资
源服务于民营银行自身发展也是其在未
来需要加强的方面。

对于民营银行如何推进健康可持续
发展，董希淼认为，一是要坚持差异化的
战略定位，积极服务于“长尾客群”（指中
小微企业、个人等小客户），做银行业的
有益补充者；二是立足于当地中小微企
业的客户需求，聚焦重点行业，形成差异
化的信贷投向政策；三是将物理网点与
数字化银行有机融合，增强线上线下一
体化的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效率。此外，
还需要构筑差异化的风险管理体系，提
足各项准备金及拨备，加强风险预警机
制建设。

浙江银监局相关负责人说，应支持民
营银行开展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提升普
惠金融服务水平。2016年，随着民营银行
服务客群越来越广，贷款规模增长较快，
但由于基数较小，经营业绩和经营利润
相对都有大幅增长。今后，随着民营银行
业务生态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业务发展
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和稳定，在保证商
业模式可持续、风控技术实践有效的情
况下，经过初期的大幅增长后，预计民营
银行将步入理性、平稳的发展态势。

第一个完整会计年报披露显示——

首批5家试点民营银行过得不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艳军

本报北京 8 月 3 日讯 记者江帆今
天从中国保监会举行的上半年业绩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与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保
持稳中向好态势相匹配，我国保险业也实
现了平稳较快发展，行业风险防控能力进
一步增强。

上半年，全行业共实现原保险保费收
入 23140.15 亿元，同比增长 23.00％。其
中，产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分别同比增长
13.90%和 25.98％；赔付支出 5785.50 亿
元，同比增长 9.94％；保险业资产总量
16.4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8.69％。

上半年保险业最大的看点在于进一
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保险资金服
务实体经济方面有明显提高：截至 6 月

末，保险业定期存款余额 14281.93 亿
元，是实体经济中长期贷款重要资金来
源；投资债券和股票为实体经济直接融
资 67554.18 亿 元 ， 较 年 初 增 长
11.03%；通过股权、债权、基金等方式
投资“一带一路”6994 亿元、绿色金融
5923 亿元、棚户区改造 1241 亿元、京
津冀协同发展 1120亿元。

此外，保险业还在多种新经济领域大
显身手，比如积极参与绿色智能交通、保
障安全出行：针对共享单车推出专门保险
产品，为共享经济发展提供风险保障；在
人工智能方面，保险业正逐渐将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于各业务流程和服务环节，实现
承保、核保、定损、理赔和客服等功能智能

化，有力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今年上半年保险业的另一个看点则

是“保险业姓保”特色的强化，保障民生的
意味更浓。

上半年，人身保险业务稳中趋缓，实
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18287.71 亿元，同比
增长 26.03%。其中，寿险业务实现原保险
保 费 收 入 15209.5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9.32% ；健 康 险 业 务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2615.69亿元，同比增长 10.87%。

人身险公司业务中，具有长期稳健风
险管理和保障功能的普通寿险业务规模
保费占比 52.91%，较去年底上升 16.71 个
百分点；万能险占比 17.4%，下降 19.45 个
百分点；分红险占比 28.80%，上升 5.04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险业务保持较快

增长的同时，增速有所放缓。上半年保险
业务的增速同比下降了 14.29 个百分点。
这可能与整个业界正在纵深推进的业务
结构和监管强化相关。

此外，上半年保险资金运用效益有所
提高，配置有所优化，投资收益平稳增长。
上半年,资金运用余额 144998.87 亿元，
较年初增加 11088.19 亿元，增长 8.28%。
其 中 ，股 票 投 资 余 额 占 比 7.13% ，上 升
0.23 个百分点。资金运用收益 3717.34 亿
元，增长 26.23%。其中，债券收益 989.22
亿元，同比增长 6.27%；长期股权投资收
益 595.51亿元，同比增长 9.32%。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026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49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 09月 29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金贸大厦 C1

座 15－18层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26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清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08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50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 12月 09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 1 号院（珠江摩尔项目）5

号 楼 5- 3- 101A、5- 3- 101B、5- 3- 104A、5- 3-

105A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27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机构编码：B0010S21100000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30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7月 20日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中山大街 59号院 1号楼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2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陶然亭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15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128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号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1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26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94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08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院 1-4 号

楼商业 01-106-02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13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街口西里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1100041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95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 10月 22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小区 3区 2号楼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13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兴门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03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71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 06月 22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11号 1-2层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05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田村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14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73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 12月 29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畅茜园雪芳里 7号楼 1层 101-1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12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区长阳营

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43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070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 02月 24日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悦盛路5号院2号楼一层102

发证日期：2017年 07月 03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近年来，比特币由于其匿名性、去中心化等特性，成
为了洗钱、非法交易、逃避外汇管制的重要工具。比特币
不需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避开监管
机构，也无法通过传统的资金交易记录来追查资金来源
与去向，这使得传统监管手段失灵。

7 月 27 日，比特币平台 BTC-e 合伙人亚历山大·维
尼克因帮助洗钱获利被捕。BTC-e 成立于 2011 年，是
世界上最大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之一。调查显示，
BTC-e 在运营过程中充值的比特币价值超过 40 亿美
元。BTC-e平台不要求用户进行身份验证，这使得犯罪
分子利用这个平台进行匿名交易并掩盖资金来源，该平
台也缺乏任何反洗钱相关流程，这就为犯罪分子客户群
创造了机会。

当前，比特币等成为了暗网黑市交易的“宠儿”。暗
网是一类经过加密的网站，普通用户无法访问，只有通过
匿名代理工具才能访问。暗网中充斥着军火、毒品等非
法交易，是违法犯罪甚至恐怖活动的温床。

近日，国际执法部门在一起全球网络犯罪联合调查
中，打掉了名为“阿尔法湾”和“汉萨”的两个被称为“暗
网”的非法网上黑市，每月在这两个网上黑市交易的毒
品、淫秽物品及武器价值数千万美元。美国卡内基梅隆
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犯罪分子在暗网每年所获得
利润约有 1亿美元。

暗网层出不穷，但比特币却使得非法交易更容易。当
前，美日韩等国已经把比特币纳入监管。我国也对国内多
家比特币交易平台进行了检查，并要求相关平台：不得违
规从事融资融币等金融业务；不得参与洗钱活动；不得违
反国家有关反洗钱、外汇管理和支付结算等金融法律法
规；不得违反国家税收和工商广告管理等法律规定等。

业内专家呼吁，在监管机构不断提升监管技术与手
段、强化对比特币的监管的同时，当前各类相关交易平台
更应主动担起责任，保障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

比特币成暗网黑市交易“宠儿”
我国加强检查监管相关交易平台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本报北京 8 月 3 日讯 记者郭子源报道：“在 1 月和
2 月较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北京市个人住房贷款新发
放金额继续回落，3 月至 6 月新发放金额分别为 239.21
亿元、236.08 亿元、218.15 亿元和 158.46 亿元。”北京银
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蒋平在今日召开的银行业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透露，北京银行业严格执行各项相关政策，调
控成效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住房贷款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蒋平表示，今年二季度，在辖内银行机构发放的执行

“3·17 新政”的个人住房贷款中，支持“刚需”群体购房
的贷款占比超七成。

其中，从 6 月份的发放贷款看，无房群体发放贷款金
额占比达 83.11%，贷款户数占比达 81.17%，两项占比均
环比明显提高，调控效果进一步巩固。

除了个人住房贷款，个人商业用房贷款余额的增长
速度也明显放缓，二季度月均增量仅为一季度的一半，其
中 6 月份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发放金额较 3 月份下降了三
成。

蒋平表示，接下来北京银监局将继续督导辖内银行
业机构严格落实北京市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开展
房地产相关业务专项检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依法严肃
查处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追
究相关机构和人员责任，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房地产金融
市场，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推动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
机制。

同时，继续做好房地产金融服务工作，支持保障性住
房建设和购租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建设，以经适房和公
租房开发贷款试点工作为抓手，积极为北京市保障房建
设提供政策倾斜，提升住房金融服务水平，全面促进首都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此外，北京银监局在发布会上还透露，除了个人住房
贷款单月发放额持续下降，北京地区的银行信贷结构也
进一步得到了优化，投向重点工程、信息科技和文创产业
等实体经济领域的贷款增长较快。

上半年北京个人房贷新增额逐月下降
对“刚需”群体购房支持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