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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
调查 广告 Investigation

猪肉鸡肉价格联动“失灵”有缘由

“合同鸡”扩产能 鸡肉价连番降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

经济稳。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命

脉，在聚力“六稳”“六保”工

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以来，面对全球疫情冲

击等严峻挑战，民生银行济南分

行积极践行“为民而生，与民共

生”的初心和使命，不断探索创

新业务模式，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积极推进“百行进万企”，倾力

实施普惠金融，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的

金融“活水”。

灵活调整信贷政策

缓解小微企业资金周转难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餐

饮、住宿、旅游等行业遭受重

创，上述服务行业中有相当一部

分都是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自

身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受到疫

情影响更加明显。

吕先生经营的餐饮公司是济

南市知名的餐饮连锁企业，拥有员

工80人，年销售收入3000余万元，目

前在民生银行济南分行授信400万

元。受疫情影响，吕先生所在的公

司因今年春节期间无法开门营业，

造成2、3月基本无经营现金流，支

付人工、房租、水电、物业、贷款利

息等各项费用出现困难。

针对该企业情况，民生银行

济南分行积极为企业实施延期还

款措施，通过调整其还款计划，解

决其经营困难。该企业原还款方式

为10年等额本息还款，每月15日还

款4余万元，由于2、3月无经营现金

流，造成4、5月份还款资金也存在

问题，因此民生银行济南分行根据

对这家餐饮企业的未来经营状况

的判断和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其延

后还款日，调整至2、3、4、5月份无

须还款，待企业复工产生现金流

后，将2-5月本息一起偿还，还款日

延长至6月15日。该政策手续简

单、方便快捷，累计为该企业延

期还款17余万元，有效解决了企

业的临时资金困难。

据介绍，为缓解中小微企业

疫情期间的还款压力，民生银行

济南分行逐户摸排客户还款情

况，积极采取续贷、调整还款计

划、延长贷款期限等多种举措，

根据客户实际，灵活设定还款周

期，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1年3月31日。今年上半年，该

行已累计为4500余户中小微客户

办理延期还款业务，涉及贷款金

额达到53亿元，极大缓解了企业

资金紧张的局面，助力更多的中

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探索金融创新模式

提升小微信贷获得便捷性

小微企业贷款难，但到期续

贷的过程可能更难。由于流动资

金投入日常经营周转，受资金周

转速度及账期影响，小微企业往

往一时难以拿出闲置资金来偿还

即将到期的贷款。

林先生是济南泺口服装城的

经营业主，在民生银行济南分行

贷款150万元，今年6月份到期。

按照以往做法，林先生需要先还

贷款后再重新申请，但由于流动

资金临时占压在库存商品上，还

款资金周转较为麻烦。“通过民

生银行推出的无还本续贷转期业

务，不用还本金，提前一个月就

有新贷款下来还了旧的，特别省

事儿。”林先生如是说。

据了解，民生银行济南分行

早于2014年就打破传统模式，在

全辖范围内广泛推广无还本续贷

业务，即通过以新发放贷款结清

即将到期贷款本金的方式，无缝

衔接贷款资金，避免企业流动资

金因贷款到期出现“断档”“失

血”。7年来，该行累计支持小微

客户办理无还本续贷业务1万余

户，发放金额超过150亿元。目前

无还本续贷业务余额已超过分行

整体小微贷款规模的三分之一，

无还本续贷小微客户较年初增幅

达到90%。

疫情期间，民生银行济南分

行还上线了无还本续贷“自助转

期”服务，实现了小微客户业务

办理“零接触”。客户通过手机

银行从自助发起申请到贷款支

用，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大幅

提升了贷款发放效率和服务便

利度。

精准施策降息减负

切实减轻小微企业财务负担

作为国内首家以“做小微企

业的银行”为发展战略的金融机

构，民生银行对小微金融始终全

力支持、持续投入，并在内部资

源配置、资金转移定价、绩效考

评、尽职免责等政策安排上给予

适当倾斜，建立“敢贷、能贷、

愿贷”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小

微信贷投放规模和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

疫情发生以来，民生银行济

南分行精准施策、降息减负、

集中优势资源快速响应客户的

金融需求，为小微企业节省大量

融资成本，切实减轻小微企业财

务负担，助力我省小微企业复工

复产。

民生银行济南分行持续开展

普惠小微客户回访活动，重点了

解客户需求，累计回访小微客户

15000余户，有贷户回访覆盖率达

到100%，先后为小微客户捐赠防

疫物资5500余份，对1万余户存量

小微贷款客户赠送每户10万元保

险额度。

在贷款降息措施上，民生银

行济南分行根据小微企业的不同

需求及受疫情影响程度，制定差

异化的小微贷款还本付息解决方

案；通过推出小微贷款客户专属

福利——— 小微红包补贴政策，共

为约1000户小微企业减免贷款利

息700余万元。同时，针对受疫情

影响暂时无法正常还款的小微客

户启动征信保护工作。

丰富融资产品体系

坚持做“有责任心的银行”

近年来，民生银行济南分行

持续专注于产品创新、服务优化，

围绕小微企业生态圈需求，通过科

技创新、流程优化，提升效率，降低

客户成本，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站

式”+“移动互联”的现代金融服务。

该行陆续推出“小微之家”“云快

贷”“网乐贷”“纳税贷”“房产二押”

等融资产品及金融服务，不断丰

富小微企业融资产品体系，有效

提升了小微企业的信贷便捷性和

可得性。

该行推出“网乐贷”经营性

贷款，通过对存量小微结算客户

进行筛选、挖掘，向准入客户主

动推送授信方案，客户可通过手

机银行或网上银行自助申请、系

统自动审批、客户自助签约放

款，实现了高效快捷、自动化、

“零接触”的信贷处理流程，满

足疫情期间小微企业“不见面”

式快捷融资需求。

该行创新推出云快贷业务，

小微客户通过手机即可线上申

请、线上审批、快速放款；贷款

额度最高600万元，抵押率最高

70%，最快5分钟评估抵押房产价

值、实时产生贷款额度，最快2天

实现贷款发放，帮助小微客户轻

松解决资金需求，缓解复工复产

后的融资压力。

疫情期间，该行还推出了小

微贷款远程视频面签应急解决方

案，通过非现场方式完成小微贷款

签约放款，实现特殊时期小微客户

“足不出户办贷款”的迫切需求，有

效阻断业务期间的疫情传播。疫情

期间共办理远程面签业务60笔，涉

及贷款金额近6000万元。

2 0 2 0年是民生银行确立的

“小微金融特别服务年”，该行

以服务年活动为契机，全力推进

“百行进万企”，与小微企业彼

此相连、共生共荣，把特别产

品、特别服务、特别关爱传递给

千万小微商户。

民生银行济南分行相关负责

人表示，未来该行将继续秉承“为

民而生、与民共生”的企业使命，扎

实做好“六稳”“六保”，推进普惠金

融的发展，确保金融体系血脉通

畅，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

入鲜活的金融动力，提供更有力

的金融保障。

（冯璐）

民生银行济南分行：以金融“活水”护航“六稳”“六保”

微贷收入占比已超过支付业务

蚂蚁集团金融版图浮出水面
◆导报记者 王雅洁 济南报道

日前，正在谋求国内科创板上市

的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蚂蚁集团”)，火速回复了上交所第二

轮审核问询——— 对监管政策变化、市场

竞争情况等问题进行了正面答复。

从8月25日启动“A+H”上市

计划递交招股书，到日前回复第

二轮问询，通过此次IPO，蚂蚁集

团的金融业务版图逐渐浮现，主

业构成、变化及其所面对的监管

趋势也一目了然。

今年上半年，占蚂蚁集团营收

近四成的微贷已超过支付业务，随

之而来的民间借贷利率等监管新

规，令其微贷业务下一步开展情况

受到瞩目。

“不能保证始终合规”

8月25日，蚂蚁集团同时向上交

所、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被受

理，正式启动“A+H”上市计划。8

月30日，蚂蚁集团在科创板的状态变

更为“已问询”。9月9日，蚂蚁集团

披露关于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在此轮回复中，关于监管政策变

化，是蚂蚁集团重点答复的首个问题。

事实上，“独角兽”蚂蚁集团

的发展壮大也是近十年来互联网金

融快速兴起并发展壮大的一个典型

代表。然而，新兴业态也离不开法

律法规的保障与约束。

蚂蚁集团就表示，公司“业务

涉及的监管体制、法律法规和政策

高度复杂，且不断变化”。

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

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在7

月17日，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

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民间借贷规定》将民间借贷利

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修改为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4

倍，尽管公司的业务模式坚持普惠

及与金融机构合作的平台模式，但

是该等规定在适用范围等具体执行方

面的安排仍处于进一步明确的过程

中。”蚂蚁集团在回复中直言，新规

“可能会提高公司合规的难度，增加

公司的合规成本”。

面对新的法规和监管环境，蚂

蚁集团表示，“不能保证始终能对

业务做出及时调整以应对合规要

求。为此，公司可能会增加成本，预

期的业务增长也可能受到影响。”

从目前蚂蚁集团旗下涉及的信

贷业务来看，经济导报记者调查发

现，一般花呗用户的逾期日利率在

0 . 05%，折算成年化利率为18 . 25%(未

办理分期)；借呗用户的日利率一般

为0 . 035%～0 . 045%，年化利率相当

于12 . 775%～16 . 425%。

以8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最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3 .85%的4倍计算，监管红

线为15 . 4%。蚂蚁集团旗下借呗现金

借贷业务以及花呗信用逾期的年利率

显然已有部分超过监管红线15 . 4%。

微贷业务占比超支付

此次蚂蚁集团IPO，令外界对

这家巨无霸有了新的认识。

2004年12月支付宝成立，设立初

期主要在阿里巴巴集团的平台上向

消费者和商家提供数字支付与商家

服务。从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业务出

发，其将业务扩展到综合、广泛的数字

金融科技平台，相继首推二维码支付、

余额宝、花呗、借呗等，服务项目不断

扩容。

作为国内最大移动支付平台支

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集团经过近16

年的发展，目前年度活跃用户超10

亿人次，拥有超2000家金融机构合

作伙伴，接受线上支付服务的国家

和地区超200个。

蚂蚁集团的吸金能力有目共

睹。招股书显示，2017年、2018年、

2019年，蚂蚁集团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653 . 96亿元、857 . 22亿元、1206 . 18亿

元，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69 . 51亿

元、6 . 67亿元、169 . 57亿元。由此可

见，蚂蚁集团近三年盈利指标波动

较大。

仅今年前6个月，蚂蚁集团就实

现营业收入725 . 28亿元，净赚212 . 34

亿元。以今年上半年182天计算，蚂

蚁集团每天净赚1 . 167亿元。

从收入构成来看，数字金融科

技平台、数字支付、微贷科技平

台、理财科技平台、保险科技平台

为蚂蚁集团营收的主要业务板块。

今年上半年，微贷科技平台为

蚂蚁集团创造285 .86亿元营收，占到总

业务构成的近四成，为39 . 41%，已超过

营收260亿元的支付业务(营收占比

35.86%)，成为蚂蚁集团的“印钞机”。

从历史数据来看，微贷业务提

速明显。2017年至2019年，微贷科技

平台占蚂蚁集团营业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24 . 75%、26 . 16%、34 . 73%。

目前，主营业务已转移至微贷

业务的蚂蚁集团如何应对借贷红线，

将是接下来市场关注的重头戏。

◆导报记者 杜杨

通讯员 李善成 济南报道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

称，9月第一周，全国猪肉平均价

格每公斤为48 . 18元，同比有所上

涨；与此同时，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每公斤为 1 6 . 6 0元，同比下降

11 . 9%。具体到济南，13日，白条鸡

的批发价格甚至达到了每公斤

12 . 30元。

经济导报记者调查发现，在

去年，随着猪肉价格走高，联

动鸡肉价格上涨，单只肉鸡超

过10元的利润也让养殖户大量

扩充产能；到了今年，价格周

期更长的猪肉依然保持较高的

价格，而肉鸡40天就能出笼，

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价格

也因此出现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在济南，大量

扩充产能的养殖户多为“规模

场”，饲养成本更低、产能更稳。故

有受访者预测至少在今年，肉鸡

产能不会明显下滑，平价鸡肉也

还能再吃一阵。

单只利润

从10多元降为负数

在肉鸡养殖户、济南天润牧

业有限公司(下称天润)总经理吕

立波看来，2019年大部分时间，鸡

肉行情都不错，“肉鸡供不应求，

单只利润超过10元；很多经销商

竞相加价收购。”他如是告诉经济

导报记者。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

2019年年底，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每公斤达到26 . 05元，同比上涨

22 . 76%；从2018年8月到2019年10

月，鸡肉价格都处在上行区间。

2018年8月以来，受非洲猪瘟

影响，全国生猪存栏减少，猪肉也

因此涨价；与此同时，鸡肉价格也

是一路走高，带来一波“单只利润

超10元”的“牛市”，最高价甚至达

到2016年最低价的三倍。

当时的猪肉鸡肉，价格是联

动的。而且事后来看，猪肉价

格现在仍处相对高位，所以当

时吕立波也认为：“这波鸡肉

价格上涨的行情，可能会持续

一年。”

然而天不遂人愿，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导致市场需求不振，

让鸡肉价格的下行行情提前到

来：自2019年年底以来，鸡肉价

格从高位的每公斤接近27元，一

路下滑至现在的16 . 60元，甚至

更低的情况。

而中商情报 网 的数据 显

示，13日，济南维尔康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白条鸡批发价格，

已经跌至每公斤12 . 30元；同日

同地，白条猪的价格为每公斤

53 . 40元。

“现在这个价格，我们养殖

户已经出现亏损了。”吕立波补

充说道。

“肉价联动”为何失灵？

时间回到2019年10月。鉴于

当时一片大好的形势，吕立波决

定扩大产能，将天润当时存栏13

万只的场子扩建到24万只。

肉鸡产能大增的背后还有资

本 在 涌 动 。 根 据 温 氏 股 份

(300498)4月24日发布的2019年年

报，2019年销售肉鸡9 . 25亿只，

同比增23 . 58%；肉鸡(鸭)类产品

营业收入及毛利同比分别增长

33 . 9%和50 . 53%。与此同时，新

增签订项目投资意向2 . 1亿只(鸡

苗产能 )、落实建设用地2 . 4万

亩，高效肉鸡养殖小区新增开工

建设产能约2 . 1亿只。

相对而言，猪肉产能的扩充

则没那么快。据养殖专家、济

南商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马文亮介绍，猪的繁育是从

曾祖代开始的，一头这样的种

猪价格动辄上万，主要用来繁

育祖代种猪，然后是父母代种

猪，父母代种猪产下的猪仔才

会用来育肥屠宰上市，被称为

商品代。“从引进曾祖代种猪开

始，一直到首批商品代出栏上

市，整个过程要超过两年。”他

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在这种模式下，一旦发生非

洲猪瘟疫情，从曾祖代到商品

代，所有可能感染的猪必须全

部扑杀；而在疫情稳定后，还

得重新从引进曾祖代种猪开

始，所以产能恢复到疫情前至

少也得两年。

结果就是，从2018年底到现

在，猪肉价格相对较高；而肉

鸡凭借“30天建场”“40天出

笼”的产能扩张速度，一下拉

低了价格。

“规模场”还将继续壮大

虽然产能增加导致肉鸡降

价，但吕立波并不后悔扩建天润

的养鸡场，“因为我觉得天润走

在正确的发展方向上。”

何以称为正确？他举例说

明：“跟我签订保价合同的养殖

户，我保证单只鸡利润在2元左

右，即便是当下这种行情也不会

赔钱。”

据吕立波介绍，2015年前，

商河个体户养殖“社会鸡”蔚

然成风。因为从生产规划到出

栏销售完全随行就市，所以这

种养殖模式下生产的鸡被称为

“社会鸡”。

因为“社会鸡”生产规划随行

就市、缺乏前瞻性，导致产能与价

格大起大落，以至于后来没有多

少养殖户愿意养肉鸡了。

痛定思痛，他开始尝试与其

他养殖户约定价格，后来更完善

为保价合同，也就是所谓的“合同

鸡”，“行情大涨，签订保价合同

就可以更合理地分配利润；行情

大跌，也能更好地分摊风险。像

去年年底，为了执行合同，我就

赔进去200万元。”目前与天润签

订合同的养殖户，存栏已经达到

140万只。

与之同时，吕立波发现相对

于“散户”，存栏百万只以上的规

模化养鸡场，养殖成本更低：“配

料、温控都是电脑控制，料肉比更

低；传统模式下，一个员工管理1

万只鸡已经是极限，现在一人能

管三四万只鸡，大大降低了人工

成本。”据他测算，采用规模化养

殖厂的全自动养殖模式，单鸡成

本能降1元以上，低廉的成本也能

让养殖户承受更低的价格。

下一步，吕立波还打算创建

自己的鸡肉品牌，并进一步打通

上下游环节。

“因为不少养殖户都签了保

价合同，没必要大幅缩减产

能”，吕立波据此预测：“凭借

扩充的产能，鸡肉的低价至少会

持续到今年年底。”

济南大润发山水店，顾客正在选购鸡肉 杜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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