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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小微企业获得“首贷”存在诸多现实困难，但其获得

首次贷款后，再获得贷款的概率将大大提高

□ 银行业应加大征信创新力度，摆脱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多

挖掘“替代性数据”的信用价值，提升“首贷”风险评估精准度

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中国银
保监会举行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有关
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监管部门表示，要
提高对小微主体“首贷”的支持力度，努
力拓宽小微信贷覆盖面。

何为“首贷”？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所谓“首贷”即小微企业首次获得贷款，
如果企业此前已在中小银行获得了贷
款，及至贷款到期还清后再从国有大行
获得贷款，就不属于“首贷”范畴。

经济日报记者赴浙江调研时发现，
虽然小微企业获得“首贷”存在诸多现
实困难，但其获得首次贷款后，再获得
贷款的概率将大大提高。因此，破解小
微企业融资难的关键就在于破解“首贷
难”。

“首贷”究竟难在哪儿？浙江银保监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难点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首贷企业“缺信息、缺渠道”，二是

“征信少、评估难”，三是“担保弱、风险
高”。

“为此，浙江银保监局对症下药，从
三方面开展探索，破解小微企业‘首贷
难’。”上述负责人说。

首先，首贷企业“缺信息、缺渠道”问
题，实际上是“‘首贷’供需不匹配”问
题。解决的思路是，强化渠道对接，让银
行能够精准地找到有需求的企业，提升

“首贷”供需匹配度。
“我们发现，在小微企业‘无贷户’

中，一部分本身没有贷款需求，一部分有
贷款需求但没能及时得到满足。”上述负
责人说，由此可见，“首贷”企业在融资信
息、融资渠道方面较其他小微企业处于
劣势。因此，浙江银保监局引导辖内银
行重点对接三个渠道，即对接综合服务
平台、小微专业园区、相关政府部门。

其中，温州市政府已与蚂蚁金服集
团联合开发了温州“金融大脑”综合服务
平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借此平台了解

“首贷”企业的需求，主动走访对接。据
统计，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该平台共满
足了3392家企业93.67亿元“首贷”资金
需求。

“小微专业园区”渠道则可帮助银行
快速定位“首贷”企业，批量满足“首贷”
需求。“我们要求入园企业必须是以‘个

转企’方式成立或‘温商回归’的新企业，
华夏银行温州分行与我们合作，精准定
位到园区内新注册的企业，今年 1 月份
至 5 月份共为 111 户入园企业提供‘首
贷’支持 3.34 亿元。”温州市苍南小微园
区负责人说。

从相关政府部门这一渠道看，银行
业金融机构正在加强与财政、经信、发
改、工商等相关部门合作，以获取新设立
企业、重点项目等信息，为有融资需求的
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其次，针对首贷企业“征信少、评估
难”问题，“药方”是深化数据信息运用，
提升“首贷”风险评估的精准度。

“‘首贷’企业多为初创期小微企业，
经营年限不长，缺乏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等数据，风险评估难度较大。”浙江银保

监局相关负责人说，这就要求银行业加
大征信创新力度，摆脱对传统抵押物的
依赖，多挖掘“替代性数据”信用价值，提
升“首贷”风险评估精准度。

“我们使用了税务、工商、公安司法、
央行征信、社交等大数据，构建起小微企
业贷款全流程、全线上智能化风控体
系。”金华银行相关负责人说，今年 1 月
份至5月份，该行已为127家“首贷”企业
提供融资支持2492.59万元。

最后，针对首贷“担保弱、风险高”问
题，解决的思路是丰富增信措施，在提高
企业“首贷”可获得性的同时，降低“首
贷”风险，提高“首贷”的商业可持续性。

具体来看，一是创新抵质押物，如尝
试专利权质押。“嘉兴市一家科技公司规
划扩大产能、增设设备，资金需求急迫，
但这家企业成立还不满两年，缺乏抵押
物，经过审慎调研，我们最终通过专利权
质押方式给了这家企业 400 万元的‘首
贷’支持，目前该企业新购的设备已到位
调试，预计产值将翻倍。”嘉善农商银行
相关负责人说。

二是引入第三方增信。其中，中信
银行衢州分行已推出了小微企业“政府
补偿基金贷”“政采贷”，旨在发挥政府部
门的增信作用，提高小微企业首次贷款
获得能力。据统计，截至今年 5月末，该
行共发放小微企业“首贷”金额 23075
万元。

提升供需匹配度，提升评估精准度，提高商业可持续性——

实招缓解小微企业“首贷难”
本报记者 郭子源

此起彼伏 6 个月，公募基金终于交
出“中考”答卷。截至6月30日，今年
以来中国基金总指数涨幅 11.62%。在
各类基金中，股票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
最 高 ， 为 24.21% ， 其 后 是 混 合 型 基
金，为 16.32%。得益于 A 股上半年的
良好表现，偏股类基金业绩普涨。此
外，受益于今年美股等外盘回到历史高
点，QDII基金表现较好，平均收益率为
11.66%。今年上半年公募基金为何全线
业绩飘红？后市业绩走势如何？

白酒证券主题基金领跑

今年上半年，市场对股市、债市的
预期有如坐过山车。第一季度相对乐
观，第二季度转为相对保守。在主要指
数中，上半年表现最好的是上证50，涨
幅 达 27.80% ， 沪 深 300 指 数 涨 幅 达
27.07%，上证综指涨幅为 19.45%，深
证 成 指 、 创 业 板 指 的 涨 幅 分 别 为
26.78%、20.87%。在这样的市场环境
下，权益类基金普遍取得较好成绩。

纳入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
计的 1455 只股票基金、3138 只混合基
金平均业绩超过20%。中国银河证券基
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认为，考虑到
股票方向基金85%至90%的股票仓位因
素，整体看，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略
好于沪深股市大盘。

上半年业绩翻倍的基金有 10 只，
全是分级 B 份额，涨幅前 3 名分别是信
诚 沪 深 300 指 数 分 级 B、 华 宝 中 证
1000 指数分级 B、招商中证白酒指数
分级 B。

在行业板块方面，截至 6 月 30 日，
在约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农林牧渔
和食品饮料分别以 40.29%和 38.98%的
涨幅位居板块涨幅前 2 位。受此影响，
配置以上板块的基金今年上半年表现整
体突出，主投消费、农业、食品等领域
的基金业绩表现不俗。

上半年表现最好的行业指数分别是
白酒行业指数和证券行业指数。招商中
证白酒指数分级 B与鹏华酒分级 B的涨
幅均超过 140%。此外，表现较好的消
费主题基金还有银华消费分级混合、易
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和汇添富中证主要消

费ETF联接。
金牛网分析师高凌云介绍，上半年

除分级 B 份额之外，场内有不少 ETF
基金业绩也表现不俗。有 11 只 ETF 基
金取得涨幅超过35%的佳绩。从跟踪指
数方面看，这些绩优 ETF 产品大多是
消费类、证券类基金，其中消费类基金
也是以重仓白酒为主，所谓的非银基金
更多以投资证券类行业为主、保险类为
辅。从 ETF 基金的表现看，跟踪深市
的部分基金表现较好。

固收类基金走势稳健

股市暖意阵阵，债市走势相对平
稳，债券基金业绩榜前 20 名均为可转
债类基金。纳入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
中心统计的 1262 只债券基金上半年平
均业绩为 2.71%、321 只货币市场基金
平均业绩为 1.25%、9 只其他基金平均
业绩为8.86%。

具体来看，上半年业绩榜前 20 名
的债基收益率均超过11%。博时转债增
强 债 券 A 以 20.07% 的 收 益 率 稳 居 第
一，汇添富可转换债券A紧随其后，同
期业绩回报为19.33%。

鹏扬基金固定收益总监王华认为，
债券总体估值吸引力相对去年有较大滑
坡，商业银行配置债券的价值大为缩
水，未来存在配置盘欠缺风险。这是今
年债券类基金整体收益率相对不高的原
因之一。

货币基金收益小幅回暖，与货币市
场利率走势密切相关。6月28日上海银
行间拆放利率 （shibor） 隔夜利率为
1.3705%，较上一日大幅上涨数十个基
点。此前一周，shibor隔夜利率基本处
于下跌状态，却在上半年最后一个工作
日反弹，略显季末“翘尾”状态。

截至 6 月末，纳入融 360 大数据研
究院统计的 78 只宝宝理财产品平均理
财收益率为 2.56%，连续两周上升。目
前收益排名第一的是诺安现金宝，7 日
年化收益率为 3.79%；理财通收益率排
名第二，7 日年化收益率为 3.42%，对
接的货币基金为“鹏华增值宝货币”。
零钱通和京东小金库也同样对接了此货
币基金。

下半年“择基”应攻守兼备

虽然上证综指依然在 3000 点附近
徘徊，但部分公募偏股基金业绩表现明
显强于大盘。截至 6月底，在纳入统计
的公募开放式基金中，近95%的基金产
品 4 年多来实现单位净值上涨，近 62%
的基金单位净值涨幅超过30%。

业内人士分析，公募基金客观上拥
有更佳的业绩“长跑”能力，但下半年
配置基金仍然需要考虑“黑天鹅”因
素，单边配置权益类基金尤其是股票类
基金并不可取，应攻守兼备。

展望未来，华商瑞丰短债基金经理
胡中原认为，虽然自 4月份债券市场出
现调整之后，债市结束 2018 年趋势性
行情转向震荡，但基于国内经济增速下
行压力仍未消除，下半年对债市的长期
投资价值依然乐观，高评级信用债依然
存在结构性机会，投资者应关注短债配
置机会。

王华认为，基本面对债市的支撑
有限，随着经济企稳回升，债市将持
续受到来自基本面的压力；在流动性
层面，目前看符合债市当前预期；在
估 值 层 面 ， 债 市 对 内 估 值 吸 引 力 有
限，但对外吸引力显著提升，有可能
在三季度对债市形成支撑。股市的震
荡调整可能降低市场的风险偏好，对
债市形成一定利好。综合而言，目前
的债市相对纠结，利率债有较好的交
易价值，但一定要注意中低等级信用
债风险。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表示，目前A股市场经过两个月调整已
基本到位。市场担忧的外部问题，可能
会有相对明朗态势，A股市场有望迎来
反弹机会。下半年，利空因素一旦改善
或消除，A股可能出现上升甚至有可能
再创新高，这些因素有望利好权益类基
金，但市场对于“黑天鹅”事件应有预
期，投资者可适当考虑攻守兼备类的
基金。

权益类产品亮点纷呈，债券基金收益平稳——

上半年基金业绩全线飘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7月 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通知称，为确保科创板业务平稳有序开展，上交所联合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定于7月6日（周六）组织开展科创板全网
测试。

据悉，本次测试是为验证上交所交易系统、会员柜台系
统等的性能与容量，以及科创板产品增加扩位证券简称业
务功能。本次测试将模拟1个完整交易日的交易和结算。主
要测试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科创板股票订单申报性能
测试。测试将安排20只科创板股票供合格投资者订单申报
及撤单申报。其中，10只为上市后前5日无涨跌幅控制，10
只为上市后第 6日起有涨跌幅控制；二是主板各类产品订
单申报测试；三是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测试；四是异常账户权
限控制测试；五是单边站点故障切换测试。

实际上，此前上交所已组织券商开展过多场技术测
试。6月15日，上交所开展技术通关测试，6月22日则是科
创板网上发行业务全网测试。

与此同时，科创板下周将迎新股“申购潮”。截至 7月 4
日下午，共有22家企业的科创板IPO注册申请得到证监会
同意。7月 3日晚间，证监会按法定程序同意以下企业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值得关
注的是，7月 10日，科创板将同时迎来 9家新股申购，包括
光峰科技、容百科技、中国通号、铂力特、福光股份、新光光
电、中微公司、乐鑫科技、安集科技。

科创板本周末全网测试
下周将迎新股“申购潮”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李桂峰报道：近日，农业银
行广西分行在南宁举办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在座谈
会上，农行广西分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服务民营企业的三
条措施。一是加快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敢贷、愿贷、能
贷”长效工作机制，同等条件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贷款利
率和条件保持一致，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在新发放公司类
贷款中的比重。二是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积极运用债
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或资产支持票据等方式，帮助民营
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三是提高民营企业服务效率，建
立健全信贷限时办结制度、申贷材料一次公告一次补齐制
度，在办理环节、申请材料和办理时间实现“三个明显减少”
的工作目标。

据悉，截至今年5月末，农行广西分行服务民营企业客
户数超过10万户，涵盖了结算、理财、融资等一揽子综合金
融服务。其中，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181.13 亿元，比年初新
增 23.37 亿元，增长 14.81%；民营企业贷款客户达 971 户，
比年初新增300户，增长44.71%。

农行广西分行：

同等条件民企国企贷款利率一致

今年上半年，股市整体表现较好，权益类基金普遍飘红。从行业

来看，白酒证券主题基金在业绩上领跑。债券总体估值吸引力相对

去年有较大滑坡，债券类基金整体收益率相对不高。货币基金收益

小幅回暖。下半年，投资者配置基金仍然需要考虑“黑天鹅”因素，单

边配置权益类基金尤其是股票类基金并不可取，应攻守兼备——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遂宁监管分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洪支行
简称：工行射洪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5109000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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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证流水号：00704474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05月10日

住所：四川省射洪县太和镇新阳街205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遂宁

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5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遂宁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根据业务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和《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浚县支行”经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鹤壁监管分局

批准更址，现予以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浚县支行

机构编码：B0615S341060013

许可证流水号：00584637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10月23日

住所：河南省鹤壁市浚县长丰大道与新华路交

会处

邮政编码：456250

电话：0392-3318252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鹤壁监管分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