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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
金融 Finance

银保监会再次鼓励

险资入市

导报讯 近日，银保监会

副主席周亮透露，银保监会将

加快推出《保险资金投资股权

管理办法》，鼓励和支持保险

资金作为长期资金投资资本

市场。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

奇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

保险资金的规模比较大、负债

久期比较长，因此它会更加偏

好价值投资，引导其入市，有利

于提高A股市场的机构化水

平，建设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

进而提高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 (杜雨萌)

银保监会将开展保险

中介从业人员数据清核

导报讯 继2月底发文明

确保险中介违规，保险公司要

负连带责任后，保险中介再收

整顿通知。近日，银保监会下发

了《关于开展保险专业中介机

构从业人员执业登记数据清核

工作的通知》，要求中介机构从

人员清虚、隶属归位、信息补

全、加强维护四方面进行自查

和整顿。

近年来，保险专业中介机

构的从业人员队伍发展迅速，

但执业管理工作未能及时跟

进，从业人员信息不全不准，虚

报虚挂虚增人员的违规做法比

较普遍，从业人员队伍数据失

真比较严重。 (陈婷婷)

全球央行

开启黄金增持模式

导报讯 近期，包括中国

央行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央行

开始增持黄金资产。

市场人士认为，新兴市场

央行持有大量美元，在美联储

加息货币政策的不断冲击下，

新兴市场货币也面临较大挑

战。全球市场在经过几轮经济

的增长和衰退后，世界正在走

向一个多极化的新格局，这一

变化将在未来数十年里影响整

个国际货币体系。同时，央行持

续购金无疑也提振了投资者对

持有黄金的信心。 (张海蛟)

1月公募基金规模

增长0 . 75万亿元

导报讯 3月12日，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2019年

1月的公募基金市场数据。数据

显示，截至1月底，我国境内共

有基金管理公司120家，其中，

中外合资公司44家，内资公司

76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

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子

公司共13家，保险资管公司2

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

资产合计13 . 78万亿元，较2018

年末的13 . 03万亿元增加了0 . 75

万亿元，环比上涨约5 . 76%。

(孟凡霞)

“钱”沿看台
Qian yan kan tai

E 盛运环保40亿债逾期

渤海银行浦发银行又“踩雷”

减资公告

根据2019年3月11日股东会决

议，烟台金大易化工原料有限公

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600万元

人民币减少为270万元人民币，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35-6712371

联系人：隋女士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三垒路

11号

烟台金大易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2日

减资公告

根据2019年3月11日股东会决

议，山东金水岸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500万元

人民币减少为300万元人民币，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35-6712371

联系人：隋女士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东关路

499号

山东金水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2日

减资公告

根据2019年3月11日股东会决

议，山东见到建安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500万

元人民币减少为 3 0 0万元人民

币，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7686021458

联系人：隋女士

地址：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

区盛泉西路22号

山东见到建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2日

张哲遗失如意嘉园小区A1

号楼 2单元 0 7 0 1室购房贷款收

据一张，金额：20万元，声明

作废。

王 振 平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303196309181337)丢失流水号

0000996淄博天佳股票确认单，现

声明作废。

导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赵康 陈博)日前，国网山东电科院

参与了2019年上半年运行方式联合计

算，开展昭沂直流近区短路电流校

核计算工作。

该校核计算工作主要分析沂南

换流站在全接线及检修运行方式

下，能否满足其成套设计书的设计

要求，及对受端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的影响。通过校核计算，昭沂直流

近区的最大短路电流出现在沂南站

500千伏母线，但仍处于受端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的范围内。

国网山东电科院：

开展昭沂直流近区
短路电流校核计算

导报讯 (记者 王雅洁 )3月11日晚

间，中金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海尔集

团(青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海尔

金控”)已完成入股中金公司，持股比例

为9 . 5%。

去年4月11日，作为控股股东的中央

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公

司”)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有的中金公司

3 . 985亿股内资股，挂牌价格54 . 12亿元。

两个月后，中金公司发布公告宣

布，经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公开挂牌流

程，汇金公司公开转让公司内资股股份

的受让方为海尔集团公司间接控股子公

司海尔金控。据了解，汇金公司与海尔

金控在2018年6月6日签订股份转让协

议，3 . 985亿股内资股股份作价54 . 116亿

元。

据披露，海尔金控受让的中金公司

3 . 985亿股内资股股份已获得证监会的相

关批准，已于今年3月11日完成相关股东

名册的变更。

工商资料显示，海尔金控成立于

2014年2月，注册地为青岛，由海尔电器

100%持股，目前注册资本117 . 36亿元，

主要从事对金融及金融服务机构进行投

资、资产管理、股权投资、财务信息咨

询等。

据官网介绍，作为海尔集团旗下物

联网金融平台，海尔金控目前资产规模

超千亿元，服务570万中小微企业及个人

用户，与集团旗下的青岛海尔、海尔电

器两家上市公司协同发展。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的

投资者结构将更加多元化，股权结构也

将进一步优化。”中金公司表示，公司

将与海尔积极磋商双方潜在合作，充分

发挥双方各自优势，并探索及确定互惠

共赢的合作项目及合作内容。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此次转让完

成后，汇金公司直接持有中金公司19 . 36

亿股内资股，持股占比46 . 2%仍为第一大

股东。海尔金控以9 . 5%的持股比例，顺

利成为中金公司第二大股东。此外，两

家互联网巨头分列中金公司第三、第四

大股东，分别为腾讯控股(4 . 95%)和阿里

巴巴(4 . 84%)。

导报讯(记者 段海涛)用益信托统计显

示，受春节长假等因素影响，2月信托发行

量环比下降近5成，成立信托数量也减少超

过50%，不过，2月募集成立的集合信托产

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8 . 24%，环比增加0 . 06

个百分点。

据统计，截至3月5日，2月共计56家信

托公司发行916款集合信托产品，环比下降

49 . 53%；发行规模共计1149 . 76亿元，环比

减少43 . 95%。2月发行规模环比大幅下滑，

春节长假和季节性因素是最为主要的因

素。与去年同期相比，2月集合产品的发行

规模增长17 . 98%，集合信托发行情况要好

于去年同期。

从成立情况看，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

计，截至3月5日，2月共有52家信托公司成

立824款集合信托产品，环比减少51 . 33%；

募集资金规模为848 . 4 9亿元，环比减少

51 . 91%。

不过，在市场资金紧张情况有了明显

好转的情况下，“资产荒”问题开始显

现。据分析，2月集合信托产品的成立规模

同比下滑，抛开季节性因素的影响，2019

年以来企业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企业对信

托融资的依赖性有所减弱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在去通道、对非标项目压缩的大趋

势下，信托公司在风控方面的要求提高，

选择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优质资产的难度

有所提升。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工商企

业类信托的规模持续走低。

从具体成立公司来看，2月光大信托成

立产品数量和成立规模均居于首位，共计

成立集合产品109款，募集资金规模达132 . 9

亿元。此外，2月有30家信托机构发行的产

品平均收益率超过了8%，24家信托机构成

立的产品收益率超过8%，环比均有所减

少。其中，吉林信托2月共发行2款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9 . 4%，为最高收益率机

构。

从投资领域来看，2月成立的产品中，

投向金融领域的产品为310亿元，环比下降

41 . 8%；投向房地产320 . 48亿元，环比下降

44 . 26%；工商企业环比降幅最多，为31 . 17

亿元，降幅为77 . 28%；基础产业和其他领

域分别为163 . 1亿元和23 . 75亿元，分别减少

62 . 66%和71 . 28%。

海尔金控成中金第二大股东
持股比例为9 . 5%

2月发行数量环比降5成

信托平均预期收益率微升

◆导报记者 戴岳 济南报道

不久前，盛运环保发布《关

于债务到期未能清偿的公告》，

截至目前，盛运环保有74笔到期

未清偿的债务，总金额合计40 . 47

亿元。

去年亏损逾25亿元、40亿元

债务压顶、银行账户遭冻结、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盛运环保不

仅自身麻烦不少，还因债务逾期

牵连17家银行“踩雷”，债务逾

期金额合计13 . 57亿元。

经济导报记者在单笔债务逾

期金额过亿的机构中，看到了

徽商银行、渤海银行、浦发银

行等。

渤海银行不幸“中招”

据披露，盛运环保债务涉及7

家股份制银行，债务逾期金额合

计7 . 8 1亿元，其中，渤海银行1

笔，逾期债务金额为1 . 01亿元；

浦发银行4笔，逾期债务金额为1

亿元。盛运环保债务涉及3家城商

行，债务逾期金额合计2 . 3亿元，

其中，徽商银行1笔，逾期债务金

额为1 . 5亿元。

目前，盛运环保已经深陷业

绩亏损。2月22日，盛运环保发布

2018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 . 96亿元，

同比减少41 . 3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5 . 35亿元。2017

年，公司亏损13 . 18亿元。

对于业绩亏损，盛运环保给

出5方面原因：对子公司提供违规

担保和向关联方提供资金，由于

被担保方及关联方资金紧张，公

司对此计提15亿元的减值准备；

对子公司北京轩慧国信科技有限

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亿元；

2018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部分

债务违约，可能需要支付违约

金、滞纳金和罚金等，对此财务

费用增加2亿元；公司持有的部分

金洲慈航股票，被兴业证券强制

处置，损失6600万元；公司整体

经营困难，部分运营项目收入和

经营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导报记

者发现此次受牵连的渤海银行正

面临“粮仓”告急的窘况。

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要求，到2018年底，系

统性重要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

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

率要分别达到 8 . 5 % 、 9 . 5 % 和

11 . 5%，非系统性重要银行则要分

别达到7 . 5%、8 . 5%和10 . 5%。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

末，渤海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

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

率依次为11 . 38%、8 . 39%、8 . 39%，

未达到上述监管要求。2018年三

季度，渤海银行资本充足率、一

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略有提升，达到 1 1 . 7 %、

8 . 52%、8 . 52%，勉强达标。

由于渤海银行上市进展不

顺，其一级资本只能依靠增资扩

股，但建行之初的历史问题，造

成渤海银行几次增资扩股亦一波

三折，一级资本补充困难重重。

去年年底，渤海银行第三次增资

扩股再次遇到意外。

该行股东中远海发公告称，

经公司审慎研究，为进一步调整

公司资本布局、提高资本配置

效率，拟终止本次增资事项，

放弃渤海银行第三次增资配股权

利，不再参与认购渤海银行增发

股份。

关于渤海银行第三次增资扩

股，外界得到的消息均来自中远

海发，根据该公司所发系列公

告，渤海银行第三次增资扩股最

晚于去年5月启动。彼时，中远海

发在公告中称，中海投资5月26日

与渤海银行签署《渤海银行第三

次增资意向书》，拟以约17 . 59亿

元现金认购渤海银行5 . 84亿股普

通股，占渤海银行本次配股总额

约11 . 72%，增资完成后，持股比

例由13 . 67%下降为13 . 17%。

公告还显示，渤海银行本次

原则确定增资扩股额度约为150亿

元，在渤海银行原认缴股本144 . 5

亿元基础上，以每10股配3 . 45股的

方式向现有所有股东进行配售，

共增配49 . 8 5亿股，配股价格为

3 . 01元/股。

中远海发的退出给渤海银行

第三次增资扩股再次带来不确定

性，渤海银行将不得不选择说服

其他股东加大增资，或者引入新

的战略投资者。

浦发银行雪上加霜

过去数年，“踩雷”的问题

长期困扰着浦发银行。

在此次盛运环保债务风波

中，涉及浦发银行4笔，逾期债务

金额为1亿元。这不难让人联想

到，2018年浦发银行曾几度“踩

雷”，还成为被银保监会“罚的

最惨”的银行。

作为2018年唯一领过两张千

万级罚单的浦发银行，成都是

其不得不提的伤心地。去年初

4 . 6 2亿元的巨额罚单，牵出了

浦发成都分行掩盖不良资产的

各种手段，其中向1 4 9 3家空壳

企业授信775亿元，再由这些空

壳企业去偿还出现坏账的企业贷

款的方式，至今还令不少业界人

士瞠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七大

股份制银行中，2018年浦发银行

业绩略显逊色。浦发银行2018年

实现营业收入1715 . 42亿元，同比

增长1 . 73%；净利润559 . 14亿元，

同比增加3 . 05%；资产总额62868亿

元，增长 2 . 4 4 %；不良贷款率

1 . 92%，较年初下降0 . 22个百分

点。数据显示，浦发银行不仅净

利增速倒数第二，其不良率也是

七大股份制银行中最高的。

此外，浦发银行不良贷款率

近几年一直在同类银行中偏高，

2016年为1 . 89%、2017年为2 . 14%，

2018年有所下降，为1 . 92%，却仍

是七大股份制银行中最高的。

浦发银行似乎从2018年开始

就陷入了多事之秋，不仅接连收

到银保监会罚单，又被披露代销

资管计划违约、频陷债务违约，

2 0 1 8年快报中利润增速、资产

增速、不良贷款率等关键数据

又受到关注，被质疑竞争力出现

下降。

不过，浦发银行在2018年业

绩快报中提到，2018年，面对复

杂的外部形势挑战，浦发银行砥

砺前行。此外，浦发银行表示，

其扎实推进降风险举措，内控和

风险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实现

稳中有进、进中有质的发展态

势，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

基础。

去年亏损逾25亿

元、40亿元债务压顶、

银行账户遭冻结、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的盛运环保不仅自

身麻烦不少，还因债

务逾期牵连徽商银

行、渤海银行、浦发

银行等17家银行
此次受牵连的渤海银行正面临“粮仓”告急的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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