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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平安银行发布了 2019 年一季

度业绩报告。 一季报显示，该行整体经营

稳中趋好，实现营业收入 324.76 亿元，同

比增长 15.9%；净利润 74.46 亿元，同比增

长 12.9%；在业绩向好的同时，平安银行

坚持对公做精， 资产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逾期贷款占比、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占比、

关注率和不良率较上年末均有下降，不良

贷款率下降 0.02 个百分点， 风险管控能

力加强，资本结构进一步优化。

坚持对公做精

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2019 年第一季度， 平安银行积极应

对外部风险、调整业务结构，将贷款更多

地投放到资产质量较好的零售业务。对公

持续做精， 新发放贷款聚焦重点行业、重

点客户和重点产品，同时继续做好存量资

产结构调整， 加大问题资产清收处置力

度，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今年 3 月末， 平安银行逾期贷款占

比、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占比、关注率和不

良率较上年末均有下降， 偏离度低于 1。

其中逾期贷款占比 2.45%，逾期 90 天以上

贷款占比 1.66%，关注率 2.58%，不良贷款

率 1.73%， 较上年末下降 0.02 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偏离度 96%，较上年末下降 1 个

百分点。

凭借金融科技实力，平安银行持续完

善产品库和案例库建设， 综合运用视觉、

语音、文本、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建

设对公客户 360°画像平台，持续提升精准

营销、自动审批、智慧风控等能力；运用深

度学习技术，支持对支票、汇票、本票在内

的数十种票据快速、准确识别，实现票据

信息录入和处理的集中化、自动化和便捷

化。 科技与业务的紧密融合，全方位提升

了对公做精工作的效率。

加强精细化资本管理

提升资本充足水平

平安银行持续推动精细化资本管理，

全面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以经济增加

值（EVA）和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

为核心的综合绩效考核机制，通过调配业

务、向低风险业务引导，加大税务核销力

度，加大抵债资产处置力度、减少无效资

本占用，提升资本水平。

2019 年 3 月末， 该行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分

别为 8.75%，9.59%及 11.50%，均满足监管

达标要求。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及

一级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分别提高 0.21

个百分点、0.20 个百分点， 由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全额赎回了 90 亿元二级资本债

券，资本充足率与上年末持平。

平安银行表示， 该行已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完成发行 260 亿元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 转股后将有效补充核心一级

资本。同时， 300 亿元二级资本债券成功

发行，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全部用

于补充二级资本， 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

水平。

2019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 平安银行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对公持续做精，聚焦重点行业、重

点客户和重点产品，不断加大对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严控各类金融

风险，持续改善资产质量，优化战略转型

成效。

平安银行一季度继续强化风控管理

资本结构进一步优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近年来，随

着创新企业的快速扩张，对商办领域产生了

巨大的需求。而广州凭借绝佳的科创基因及

优质的产业载体，成为众多创新企业落户的

选择。 据悉，目前广州的优质产业园区主要

聚集在天河智慧城、广州科学城、中新知识

城、国际创新城等板块，规模在近年来持续

扩大。

中国正成为创新企业聚集的热土

近年来随着科技行业的高速发展，创新

企业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戴德梁行最新统计

显示，2013年底到2018年底， 全球创新型企

业数量从13家增长至309家， 总估值突破万

亿美元。风险投资人、投资公司的频频注资，

资本实力强大的科技巨头的收购，以及技术

创新的推进，拉动了创新企业数量的大幅增

长。

全球范围来看，截至2018年底，美国凭

借科创高地硅谷的优步、爱彼迎，以及联合

办公巨头WeWork等，拥有151家创新企业，

是名副其实的“霸主”。而中国共计有82家创

新企业，紧随其后。 2018年，全球超过四分之

一的新创新企业在中国诞生，同年全球排名

前十的创新企业估值中， 中国抢占三席，包

括字节跳动、滴滴出行和陆金所，其中字节

跳动以750亿美元的市场估值称霸榜单。

从我国创新企业的区域分布来看，除北

京、长三角外，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和深圳

亦是主要场所，企业总估值占全国12%，是专

注于高科技制造业的创新企业选择的黄金

宝地。 未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

新走廊上的多个产业高地将迸发出新的能

量，吸引更多新兴产业、高科技企业的青睐。

创新企业扩张激发商办物业需求

创新企业的快速扩张，对商办领域产生

了巨大的需求。 从2017年四季度到2018年三

季度，TMT公司

（未来互联网科技 、媒体和

通信）

一跃成为国内高端写字楼的租赁主

力。 戴德梁行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上半年，

滴滴打车在国内租赁了多达11万平方米的

办公空间。在新业务的持续推动及市场开拓

下，创新企业都有着强烈的扩大办公租赁面

积的意愿，为写字楼市场带来新的商机。

比如共享经济盛行，联合办公成为商办

领域的抢手新秀，促进了地产行业结构的转

变。 据戴德梁行统计，国内联合办公巨头优

客工场，截至2018年11月，已在国内开设200

个联合办公社区，遍布37个城市，拥有5.8万

多张把办公桌和近1.5万名企业会员。倾向于

弹性、 灵活空间设计的科创及创新企业，为

联合办公的扩张提供了强大动能，或驱动传

统地产行业进一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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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用物业成创新企业心头好

广州优质产业园区规模近年持续扩大

信息时报讯

五一小长假即

将来临， 刷着信用卡“买买买”

的惊喜时刻又将到来。 然而， 近

年来信用卡境外盗刷案件屡见不

鲜， 让有些持卡人痛遭损失。

据了解， 信用卡在海外被盗

刷主要有两种情况： 伪造卡和无

卡盗刷。 广发信用卡提醒游客在

海外进行信用卡消费时， 建议不

要在非大型正规商场使用信用卡

消费； 刷卡时不要让信用卡离开

自己的视线， 谨防被调换； 把卡

片背面的 CVV2 安全码盖住 ，

以防泄露卡信息； 回国后需随时

留意卡的使用情况。 如遇卡不离

身被盗刷， 在报警和挂失之前，

就近进行一笔消费并保留凭证，

用以证明异地消费与自己无关，

并且卡片并未遗失， 然后立即报

警并致电发卡行进行冻结。

为防止海外用卡被盗刷， 广

发信用卡通过科技手段为境外交

易筑起保护屏障， 广发信用卡推

出“首笔交易反欺诈模型”， 通

过 AI 快速识别出异常交易， 并

将拦截速度缩短到毫秒级。 同

时， 广发信用卡客户可以通过发

现精彩 APP“交易开关” 管理境

外支付权限， 决定用卡的时间、

地点、 渠道。 广发信用卡还推出

“交易安全卫士” 盗刷保险服务，

一旦调查确认信用卡被盗用， 将

为持卡人提供全额赔付保障， 保

障范围不受密码验证方式的限

制。

金融安全关系消费者切身利

益，广发信用卡致力于通过“大数

据+人工智能” 技术优化整套风

控、决策体系，在综合信用风险监

测预警、 实时风控反欺诈交易拦

截、 异常操作监控等领域实时监

控，提升用卡安全系数，真正做到

保障消费者权益， 为用户境外信

用卡消费提前系好安全带。

“ 五一”出境游注意防盗刷

广发信用卡为您系好用卡安全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