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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重大项目最“吸金”、

民营小微贷款受青睐、 房贷更趋谨慎

……通过上市银行2019年半年报中信

贷投向的变化， 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

脉动。

国家战略、 重大项目最“吸金”

从多家银行的半年报数据看， 国

家战略、 重大项目等领域是银行信贷

投放的重点。

上半年， 工行项目贷款增加2537

亿元， 占整个公司贷款的一半左右，

集中在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

大湾区等区域； 6月末建行在基础设施

行业领域贷款余额36088.67亿元， 在公

司类贷款和垫款中的占比为52.71%；

农行上半年新增重大项目贷款5760亿

元， 重大项目营销入库数增加到13576

个。

“我们积极支持重点领域、 重大项

目、 重点工程， 助力实体经济补短板，

在水利、 交通、 能源等基础设施重大

项目上增加3558亿元， 占法人贷款增

量的61.39%。” 农行副行长王纬说。

从业绩发布会释放的信息看， 各

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很高， 国

家重大战略、 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领域、

先进制造业等仍是今后信贷投放的重

点。

“预计全年贷款增加量会比去年有

适度增长， 今后在结构上会更加注重

确保对国计民生重点项目的资金供给，

特别会加大对于制造业的金融支持，

积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工行行长

谷澍表示。

招商银行表示， 下半年将重点优

化调整贷款结构。 “高度关注以新动

能和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的制造业、 交

通运输和仓储行业、 绿色环保节能行

业等。” 招商银行行长助理李德林说。

民营小微企业受青睐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

上。 从半年报数据看， 几家大型银行

已经阶段性完成该目标。

上半年， 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比年初增加1301亿元， 增速超

过40%。 农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比年初增加1365亿， 增速36.45%。 建

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2210.47亿元， 增速超过36%。

“要把普惠金融作为业务转型发展

的重要战略， 要长期坚持下去。” 工行

副行长胡浩表示， 要从资源分配、 考

核机制、 资金价格、 产品创新、 落实

尽职免责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入

手， 把小微金融真正“做实”。

招商银行也表示， 进一步优化客

群结构， 首先就是稳步发展小企业业

务， 把围绕核心企业的小企业供应链

业务作为破局点，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

下， 努力服务好小企业。

专家表示， 各家银行对小微企业

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除了各项政策的

支持外， 大数据、 互联网等技术的应

用， 解决了传统模式下服务小微企业

的成本和风控的难题， 银行服务小微

企业的能力和积极性提升。

投放房贷更严格审慎

在“房住不炒” 的政策导向下，

各家银行对房地产贷款投放更为审慎。

近年来， 不少上市银行发力零售

业务， 但从零售贷款结构可以看出，

银行更注重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对个

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投放更加审慎， 有

的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增速正在下降。

上半年， 农行非住房类个人贷款比年

初增加了1617亿元， 增速为16.1%， 高

于个贷平均增速7.07个百分点。

“我们大力发展个人消费贷款， 包

括个人快贷、 信用卡、 小微快贷， 形成

零售板块上的百花齐放。 未来按照监管

要求， 个人住房贷款将会保持稳健发展

的态势， 但同时各项其他个人贷款也会

稳步发展。” 建行副行长廖林说。

对下半年的房贷走势， 各行的态

度更加审慎严格。 招行副行长王良表

示， 对房地产贷款采取更加稳健、 审

慎的投放策略。 今年对新增房地产开

发贷款仍坚持限额管理， 预计下半年

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会非常少。

专家表示， 在居民杠杆水平升幅

较快及房地产调控相关政策约束下，

个人住房贷款增速较上半年将有所放

缓。

上半年银行“钱去哪儿了”？

上市银行半年报显示信贷投向新变化

锦州银行上半年不良率攀升

过去一年半合计亏损超50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因

年报“难产”倍受市场关注的锦州银

行， 在8月30日和9月1日分别公布了

2018年年报和2019年半年报。数据显

示，锦州银行经营指标自2018年来持

续下滑，去年亏损45.93亿元，今年上

半年亏损近10亿， 不良率更是攀升

至6.88%。

去年亏损45.93亿元

在今年4月1日、5月14日，曾两次

发布公告称由于需要额外时间提供

核数师所需资料，2018年度的年度业

绩将会迟延刊发， 最近一次又将年

报预计发布日期推迟到8月末。 8月

31日，锦州银行终于公布2018年的年

报，年报显示，该行去年归母净利润

亏损45.93亿元，同比下降151.17%。

资本充足率更是出现“三降”，其

资本充足率为9.12%， 比上年末下降

2.55个百分点；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7.43%， 比上年末下降2.81个百分点；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07%， 比上

年末下降2.37个百分点。锦州银行称，

资本充足率下降主要是由于该行为

应对资产质量下行和不良资产未结

清余额的增加及执行IFRS9， 采用预

期损失模型，增提减值准备，以增强

风险抵御能力， 使报告期内亏损，令

资本净额下降及风险资产增长所致。

另外，截至2018年末，该行不良

贷款率较2017年末1.04%上升3.95个

百 分 点 到 4.99% ， 拨 备 覆 盖 率

123.75%，同比下降144.89个百分点。

锦州银行在年报中指出， 不良贷款

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行业客户

经营出现困难。

上半年不良率继续上升

9月1日，锦州银行披露2019年的

半年报，其经营业绩依然未见起色。

数据显示， 上半年亏损9.99亿元，去

年同期盈利 43.2亿元， 同比下降

123.61%。 不良贷款率较2018年末继

续上升1.89个百分点，达到6.88%。

此外，该行资本充足率也是进一

步下滑，截至今年6月末，锦州银行资

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

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7.47%、6.41%

和5.14%， 分别再较2018年末下降

1.65个、1.02个和0.93个百分点。

9月2日，自4月1日起开始停牌的

锦州银行在港股复牌交易， 股价收

盘由停牌时的7港元/股跌至6.4港

元/股，跌幅8.57%。

建行番禺支行开展新版人民币宣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 8 月 30 日起发

行 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中国

建设银行番禺支行提前准备， 积

极响应人行号召， 组织业务骨干

走进辖内祈福社区开展 2019 年版

第五套人民币专题户外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建设银行番禺支

行设立专属摊位、 悬挂宣传横幅

普及新版人民币防伪知识， 吸引

了大批社区居民驻足研究。 宣传

人员一方面将精心准备的宣传折

页发放给往来路人， 一方面向咨

询者们重点讲解 2019 年版第五套

人民币票面特征和防伪特征， 让

社区居民对新版人民币有了比较

专业的了解。 此次活动有效提升

了社会公众对新版人民币的接受

度和防伪辨别能力， 营造了全民

爱护人民币、 依法使用人民币的

良好氛围。

暖哇科技完成亿元天使轮投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记者从众安在

线获悉，近日，众安旗下健康险科技企业上海暖

哇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暖哇科技”）

就完成

了亿元天使轮融资，由红杉中国领投，宽平资本

跟投。据了解，暖哇科技是众安保险在大健康领

域的重要布局，涵盖产品定制服务、风控、理赔

服务、系统服务等一体化健康保险解决方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在工行近日

发布的半年报中， 工行指出全资子公司工银

投资已与相关股份出让方签署了锦州银行股

份转让协议， 受让的股份数占锦州银行普通

股股份总数的10.82%。

今年7月28日， 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工

商银行拟通过工银投资出资不超过30亿元受

让锦州银行的内资股股份。 当天锦州银行在

港交所发布公告称， 向工银投资及信达投资

转让的该行内资股分别占该行已发行总普通

股股份的10.82%及6.49%， 公告中未披露具体

转让价格。 此外，中国长城资产受让股份数量

和占比暂未披露。 8月5日，根据辽宁银保监局

网站显示，分别批复同意郭文峰、康军、杨卫

华、余军担任锦州银行行长、副行长、副行长、

首席财务官的任职资格， 上述锦州银行的新

领导班子成员均来自工行。

对于战略入股锦州银行一事， 工商银行

行长谷澍在中报业绩发布会上指出， 该投资

对工行影响较小，且与母行风险是隔离的。

锦州银行引入三家战略投资者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