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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中国信达

三胞集团

深圳市亿辉特科技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深圳市拓天投资

上海中房置业

奇瑞汽车

芜湖市建设投资

大同煤矿集团

北京世纪汇丰

股东性质

国有控股

民营

民营

国有

民营

民营

国有控股

国有

国有

民营

季末持股数量

516598.5442

143671.0350

93924.1547

82917.1308

71969.4435

21988.5413

20000.0000

17200.0000

14864.1937

9400.0000

季末持股比例

50.995%

14.182%

9.271%

8.185%

7.104%

2.171%

1.974%

1.698%

1.467%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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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拟转让幸福人寿股权

公司称是为了突出主业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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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日前，中

国信达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为了落实

监管精神， 优化整合子公司平台资源，

拟通过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所，对外公开

转让所持全部幸福人寿股份。 目前，中

国信达持有幸福人寿股份数量约为

51.66亿股，持股比例为50.995%。

转让是为了“突出主业”

中国信达在公告中表示，本次将挂

牌转让全部所持有幸福人寿股份，合计

51.66亿股，股份占比为50.995%。 挂牌底

价不低于幸福人寿资产评估备案结果，

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3月31日。 全部转

让股份面向同一竞买人或联合竞买团

一次性转让。

中国信达相关负责人对信息时报

记者表示，此次转让是公司围绕“突出

主业”做出的战略选择，“转让幸福人寿

股权，将使信达进一步集中资源，做精

专业，巩固主业优势。 同时，将使信达进

一步调整结构、提升效率，有效提升并

改善信达资本充足状况， 优化资产结

构，提升资本运营效率。 ”

上述负责人介绍，幸福人寿是中国

信达在2007年为了救助问题金融机构，

进行问题机构托管过程中组建的，是在

商业化转型初期进行综合化、市场化经

营的探索和尝试。 曾作为集团资金筹措

及风险管理平台， 协同集团主业发展。

截至目前， 幸福人寿已形成以寿险、健

康险、意外险为主的产品体系。

幸福人寿去年巨亏

68

亿元

不过，针对转让幸福人寿的具体原

因，上述负责人就并未对此做出回复。

业内人士指出，这或许与幸福人寿

近年来经营情况下滑有关。 根据幸福人

寿2018年年报，2018年幸福人寿保险业

务收入为91.66亿元，比2017年减少一半

以上。 当年该公司净利润亏损68亿元，

一下子从2017年的0.49亿元微利跌入深

渊。

对此， 幸福人寿相关负责人指出，

这是受2018年资本市场大幅下行影响，

导致公司权益类投资出现较大规模损

失， 从而导致2018年出现较大幅度亏

损。 记者了解到，除了2016年、2017年出

现小幅盈利，自2009年以来幸福人寿一

直在亏损，截至2014年末，该公司已累

计亏损接近34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中国信达“金

融帝国”的重要成员，幸福人寿的经营

亏损，将对中国信达的业绩形成一定影

响。 此次转让幸福人寿股权，将可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集团经营业绩，从而拿出

更漂亮的“成绩单”。

今年1月23日， 中国信达发布盈利

预警公告称，预计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

东净利润较2017年同期下降30%左右，

原因之中就明确有“由于权益类资产受

资本市场冲击影响，本集团附属公司幸

福人寿产生了较大的归属于本公司股

东的应占亏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首期

柜台广东省地方政府债将于 6 月 18

日-6 月 20 日在平安银行线上、 线下

渠道发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统一部

署， 本次发行的柜台广东省地方政府

债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保建设专

项债券”， 期限为 5 年， 最低起投金额

仅 100 元， 债券利率将于 6 月 17 日通

过招标确定。 此前， 广东省地方政府

债只在银行间市场发行， 此次广东省

首次开放银行柜台市场发行地方政府

债， 为个人、 机构等公众投资者提供

了新的投资选择。

据平安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

平安银行转型以来， 总行加大对政府

金融业务的投入， 广州分行紧跟总行

风向标， 近年来在政府非税代收、 国

库集中支付、 智慧法院、 公共资源中

心招标平台等多项电子政务领域均取

得突破及发展。 本次作为柜台广东省

地方政府债首发银行， 平安银行积极

开展系统建设、 债券销售等工作， 全

力保障广东省地方政府债券顺利发行。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购买， 平安银行同

步开通了平安口袋银行、 平安银行企

业网银、 平安交易通 app 及营业网点

等多种渠道。 该负责人表示： “为满

足投资者对流动性的需求， 通过平安

银行购买的地方政府债， 可在交易时

段内随时出售给我行。”

业内人士表示， 地方政府债券存

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性偿

还本金。 广东省财政实力雄厚， 资金

偿付能力强， 债券评级为 AAA， 投资

收益稳定， 并且投资地方债取得的利

息收益全额免征所得税、 增值税， 具

有低风险、 税后收益较高等优势。 广

大公众投资者投资广东省地方政府债

可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建设， 参

与并分享地方建设成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6 月 11

日，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分行、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营业部联合

举办“建·融全球 行·筑湾区———广州

‘走出去’ 金融服务联盟启动会暨服务

一带一路研讨会”，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

分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

司营业部、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德勤

税务师事务所广东分所现场组建广州

“走出去”金融服务联盟，助力企业走出

去。 会上，广东省发改委、广东省商务

厅、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现场还

为 60 多家企业代表做政府支持“走出

去”政策解读。

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综合性服务支持

近年来， 随着“一带一路” 的逐

步推进， 我国企业“走出去” 步伐加

快。 据悉， 广州“走出去” 金融服务

联盟成立的目的是发挥联盟各自领域

的资源优势及行业专业特长， 通过联

盟平台形成专业金融服务合力， 为广

州地区“走出去” 企业及项目推进中

提供更高效的金融、 保险、 法律、 税

务等一揽子全面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支

持。 特别是通过不同领域的协同联

动， 不断扩大合作覆盖面， 拓宽合作

领域， 探索新合作路径和模式， 解决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投资国

政治、 法律、 商业、 税务及融资的问

题。

建行广州分行副行长邓天泽表示：

“联盟的合作内容主要包括客户服务、

市场推广、 信息共享、 业务交流及业

务培训五方面， 通过‘走出去’ 金融

服务联盟成员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

更大范围内、 更深层次上帮助广州地

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参与国际竞争、

扩大贸易规模， 实现各方与辖区内企

业的共同发展。”

去年贸易和跨境融资投放达

520

亿元

近年来， 建设银行面向全球不断

增强机构布局和服务能力， 在金融产

品方面推出全球贸易及供应链金融服

务、 全球项目融资服务、 全球现金管

理服务、 全球外汇交易服务、 全球投

资银行服务五大“全球化” 服务， 把

建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延伸

出去， 为走出去企业项目的需求提供

差异化金融服务。 数据显示， 建行广

州分行 2018 年全年贸易和跨境融资投

放 520 亿元。

除了成立广州“走出去” 金融服

务联盟， 建设银行广州分行还和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营业部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对重点行业、

重点产品、 重点市场提供金融服务，

为辖区内企业顺利实施一般商品出口、

服务出口、 机电及大型成套设备出口、

船舶出口、 海外投资、 境外工程承包、

境外资源开发等外经、 外贸活动提供

一揽子信息咨询、 保险承担、 融资支

持和风险管控支持。

据了解，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加快及“一带一路” 深入推进， 广东

企业走出去迎来新的机遇。 如粤电集

团投资发起、 广东火电总承包的约旦

阿特拉塔油页岩发电项目， 是“一带

一路” 中的代表性的走出去项目。

首期柜台广东地方债将在平安银行开售

最低起投金额仅100元

由建行广州分行等四家机构组建

广州“走出去”金融服务联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