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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痛转型后 信托资产规模降幅缩窄
银保监会：

中小银行运行平稳
总体风险完全可控

银保监会网站9日消息，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

人在答媒体记者问时表示，当前，中小银行运行平

稳，流动性较为充足，总体风险完全可控。

该发言人称，近期，市场上确有一些不实传言，我

们也发现个别机构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有

的传言和行为甚至是违法违规的。金融管理部门已及时

予以纠正，对相关机构和责任人也进行了警告和惩戒。

当前，中小银行运行平稳，流动性较为充足，总

体风险完全可控。少数中小银行未按时披露年报，属

于特殊情况。相关银行有的正处于股权重组阶段，有

的正在筹备上市，有的更换了审计师，任务量较大，

未能按时完成审计工作。这些情况已按规定向监管部

门进行了报告，监管部门将督促相关机构加快推进审

计工作，尽快披露年报。

银保监会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

署，支持中小银行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积极解决发展难题，推动中小银行高质量发

展。从近期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座谈的

情况看，他们一致表示，将继续与中小银行正常开展

同业业务，共同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该发言人介绍，自5月24日包商银行被接管以

来，各类业务照常办理，各项系统平稳运行，营业网

点井然有序，银行头寸充足，流动性整体充裕。按照

新老划断原则，包商银行新的资产负债保持平稳运

行。近日，该行发行期限6个月的同业存单10亿元，

发行期限3个月的同业存单2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

3 . 25%和3 . 15%，同业业务已恢复正常。目前，大额债

权收购和转让协议签署工作已顺利完成。

该发言人表示，下一步，将在确保包商银行正常稳

健经营的前提下，适时启动清产核资工作。聘请国内一

流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

介机构，共同对包商银行开展资产负债清查、账务清

理、债权债务关系清理、价值重估、核实资本等工作。接

管组、托管组将严格依法依规，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确

保各项工作阳光操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我们将严

格执行国家法律，自始至终保障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

益，相关债权和股权都将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处理。

据了解，山东省正在对恒丰银行进行改革重组，

该发言人表示，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因案件查处和改

革重组等因素，恒丰银行暂未对外披露年报。山东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恒丰银行综合改革，正在加快推进相关

工作。整体改革思路已获得各有关方面同意，下一步将抓

紧实施。恒丰银行前期有关涉案人员正在依法查办。

目前，恒丰银行总部已搬迁至济南，流动性充

足，经营状况稳定。监管部门将继续指导恒丰银行加

强风险防控，保持经营稳中向好的态势。

对于与明天集团有关的其他金融机构情况，该发

言人表示，金融管理部门高度重视明天集团风险处置

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明天集团调整结构，瘦身

转型，整体风险从发散转为收敛。该集团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主动转让若干金融机构股权，多措并举

化解各类风险。截至目前，已将持有中江信托等十余

家金融机构的股权向新的投资者转让，并由新的股

东经营管理，各项业务经营正常。此外，明天集团

相关企业持有部分股份的哈尔滨银行，业务正常，

经营稳定，作为上市公司，已如实披露其财务状况。

该集团持有股权的其他金融机构，目前经营状态都保

持稳定。

此外，该发言人介绍，为深化保险资金运用市场

化改革，进一步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银保监会正

在积极研究提高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的监管比例事

宜。总体方向是在审慎监管的原则下，赋予保险公司

更多投资自主权，更好地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价

值投资优势，提高证券投资比重，促进资本市场长期

稳定健康发展。 (欧阳剑环)

在资管新规驱动下，信托行业

“忍着”阵痛向主动管理型业务转

型，去通道效果明显。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近日发布的

数据，一季度信托公司受托资产规模

出现下降，但降幅有所收窄，下一季度

信托资产规模有望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另外，一季度房地产信托相对表现火

热，但存在风险不容忽视，信托公司应

加强业务创新和财富产品销售能力。

资产规模下降趋势收敛

总体来看，受资管新规影响，信

托向主动型管理业务转型，资产规模

普遍下降，经营业绩增速放缓。阵痛

之下进行转型，2019年一季度信托资

产规模降幅收窄。

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全国68家

信托公司受托资产规模为22 . 54万亿

元，较2018年四季度末下降0 . 7%，降

幅进一步缩窄；同比增速较2018年

一季度末的16 . 6%放缓至-12%。中国

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周萍预计，

下一季度信托资产规模将呈现企稳

回升态势。

在中信信托副总经理刘寅看来，

去年出台资管新规后，在去通道、降

杠杆的要求下，以银信理财合作为代

表的业务萎缩明显，这导致总体规模

部分下滑。信托行业规模具体降到多

少没有一定的量的概念，目前还有下

降空间，至于规模是否会反弹则要看

经济形势。

在当前去通道、去嵌套的监管

下，传统银信合作通道业务规模仍在

收缩，集合资金信托占比不断提高，

与单一资金信托占比平分秋色。从信

托资金来源来看，单一资金信托占比

为42 . 3%，较2018年四季度末下降1 . 03

个百分点；集合资金信托占比为

42 . 1%，较2018年四季度末上升1 . 98个

百分点；管理财产类信托占比为

15 . 59%，较2018年4季度末下降0 . 96个

百分点。去通道效果进一步凸显。

关于2019年信托发展，信托业

内人士李平 (化名 )向记者表示：

“2019年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未来

或面临资金端和资产端的供需不匹

配挑战。”

“资产端方面，随着经济增速的

放缓，企业总体经营状况不佳，缺乏

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融资意愿。此

外，很多企业负债率高企，违约风险

在持续累积，造成了优质资产的稀缺

状况；而资金端方面，在政策逆周期

调节的作用下，未来资金端会保持相

对宽松的状态，市场流动性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保证。”李平称。

房地产占比持续上升

资管新规驱动下，信托业向主动

管理业务转型，其中房地产信托业

务表现尤为火热。2019年一季度房

地产信托表现抢眼，但其风险不容

忽视。

从信托资金的投向来看，一季

度末投向工商企业的信托资金占比依

然稳居榜首，其后依次为金融机构、

基础产业、房地产、证券投资等。

相较于2018年四季度末，投向基础

产业与房地产领域的信托资金占比

有所上升；投向金融机构与证券投

资领域的信托资金占比有所下降。

房地产信托呈现规模和收益稳步上

涨的趋势。

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投向房地

产的信托资金余额2 . 81万亿元，占比

14 . 75%，较今年一季度以来，全国首

套房平均贷款利率回落，商品房销售

有所回暖，房企新开工意愿增强，预

计短期内房企的信托融资需求或难以

降低。

另据用益信托数据，2019年前4

个月，房地产连续成为信托资金流向

最多的领域。从成立的情况上看，

2019年一季度，集合信托成立规模

4900亿元，其中房地产信托占比近四

成，融资规模达1800亿元。

究其背后，这与房地产信托需求

回暖有很大的关系。周萍认为，今年

一季度以来，全国首套房平均贷款利

率回落，商品房销售有所回暖，房企

新开工意愿增强，预计短期内房企对

信托融资需求或难以降低。

百瑞信托博士后工作站研究员谷

晓明也对记者表示：“一方面，房地

产企业融资需求依然强烈；另一方

面，随着风险合规要求的提升，优

质项目越来越稀缺，而房地产项目

利润较大且产品期限较短，成为信

托资金难得的优质项目。”未来，

房地产信托将继续保持在信托行业中

的重要地位。

虽然信托在参与房地产融资方面

专业水平日渐提升，但是其中存在的

风险不容忽视，而监管层对也是尤为

注重。资管新规颁布以来，信托公司

屡屡因房地产业务遭遇处罚，主要处

罚事由涉及“将信托资金违规用于土

地储备贷款”、“房地产开发二级资

质审查不符合要求”等。

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对记者补

充道，从今年新增罚单看，房地产业

务违规处罚较多，尤其是23号文发布

后，信托公司的合规要求会更高，除

此之外今年房地产新增信用风险也不

容忽视。

他也提出建议，未来信托公司需

要加强股权投资模式的探索，寻求商

业地产、存量地产领域的机遇，提升

房地产信托运作的专业化水平。

风险项目持续增长

受市场大环境影响，2019年以

来，信托行业出现不少爆雷事件，而

这离不开项目的风险性。

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显示，自2017

年四季度以来，风险项目和个数呈现

持续增长的态势。截至2019年一季度

末，信托行业风险项目为1006个，环

比四季度末的872个增加134个，规模

则由四季度末的2 2 2 1 . 8 9亿元增至

2830 . 59亿元，环比上升27 . 40%。信托

资产风险率为1 . 26%，也较2018年四

季度末上升0 . 28个百分点.。

天风证券研究数据显示，2019年

信托到期规模巨大，6月和12月两个

月份将迎来偿还高峰。

“今年信托到期量绝对规模仍处

于历史最高位，到期量的分布呈现前

低后高的规律，房地产领域的风险暴

露有可能加快。”袁吉伟表示。

“大量在2017年前期投放的房地

产信托逐步进入到期时间，加上目前

房企调控依然较为严格，房企融资渠

道仍有较多受限，这会考验部分房地

产信托的风险管控情况，有可能增大

未来房地产信用风险，主要是一些三

四线项目或者中小房企。”袁吉伟进

一步分析。

有信托公司业内人士对记者表

示，2019年下半年，信托公司在风

控方面确实会面临一定压力。这种

压力在整个资管新规过渡期都会存

在，信托公司内部也会做相应的准

备，像对待具体项目风控更加严格、

计提拨备等。

“资管新规出台之后，信托公司

普遍加强主动管理能力与风控能力

建设，信托行业总体风险可控。”

周萍表示，资管新规对通道业务、

多层嵌套进行规范，金融同业资金

投资信托产品受到一定约束，倒逼

信托公司加强业务创新和财富产品

销售能力。比如，不少信托公司已

将消费金融与家族信托作为重要的

创新业务板块，或着手信托财富直

销渠道的建设。

(朱灯花 吴林璞)

“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

女，庆端阳。”当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

午节来临之际，到处是阖家团圆共度

佳节的温馨场面，而此时，泰安福彩人

心里更牵挂着敬老院的孤寡老人。6月

7日，泰安福彩公益小分队，赶往泰山

区省庄敬老院，为那里的孤寡老人送

去了节日慰问品，让他们感受爱心的

温馨，感受浓浓的传统文化节日氛围。

福彩公益小分队的爱心志愿者，

一大早就来到了省庄镇敬老院，不仅

给老人们带了节日食品粽子，还带去

了土鸡蛋和对老人们来说比较容易消

化的猴菇饼干、曲奇饼干。看到这些爱

心志愿者，正在运动器械区做着运动

的老人们聚拢过来，经常性的看望让

他们已经变得熟识，老人们也像看到

自家孩子一样感觉欣喜和亲切。

福彩爱心志愿者还为老人们带

来了节目，一首首红歌唱出了老人

们的心声，更鼓舞起了老人们的节

日兴致。在欢快的气氛里，志愿者又

来到了厨房，和工作人员一起忙碌

着为老人们包鲜粽子，他们充分发

挥团队协作的精神，有的负责包粽

子，有的负责裁线、分发粽子叶等

工作，一会就包了满满两盆棕子。

很快就到了午餐时间，等老人们

都在食堂入座后，志愿者们将煮好的

粽子分发给在坐的每位老人，并贴

心地为他们剥好，又甜又糯的粽子

很合老人们的胃口，有的老人一口

气吃了4个粽子，志愿者们忙关切地

提醒老人，要注意消化。在大家的

欢声笑语中，老人们度过了一个快乐

的端午节。

端午节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节点，

扶老、敬老、孝老也是中华传统美

德，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泰安福彩开

展公益活动，志愿者们用爱心向敬老

院的孤寡老人献上节日祝福，传递社

会正能量，倡导社会各界关注孤寡老

人，形成人人敬老、孝老的社会良好

氛围。 (陈梅君 于衍清)

福彩爱心志愿者伴敬老院老人欢庆端午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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