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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3 日获悉，互金

整治领导小组和网贷整治领导小组近

日联合召开加快网络借贷机构分类处

置工作推进会。会议明确，下一阶段要

坚定持续推进行业风险出清， 将稳妥

有序化解存量风险、 多措并举支持和

推动机构良性退出或平稳转型作为重

点。

据了解，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以来，

全国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行业风险

持续收敛， 网贷领域风险形势发生根

本好转。 截至今年 10 月末，全国纳入

实时监测的在运营机构数量已降至

427 家，比 2018 年末下降 59%；借贷余

额比 2018 年末下降 49%，出借人次比

2018 年末下降 55%； 行业机构数量、

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已连续 16 个月

下降。

会议指出， 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已进入攻坚阶段。 后

续工作要坚持以市场风险出清为目

标，继续深入彻底整治。对于未接入国

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实时监测系统的机

构，要限期退出。对于已接入实时监测

系统的机构， 抓紧核查其按照监管办

法和监管要求进行整改的情况， 对于

不符合金融信息中介定位的机构要尽

早劝其退出。 各地方人民政府和专项

整治工作联合办公室， 要严格按照规

定审查申请进入试点的机构， 落实各

方责任。

会议表示， 下一步工作要坚定以

退出为主要方向，压实股东、平台的责

任， 推动大多数机构良性退出， 有计

划、分步骤限期停止业务增量。支持机

构平稳转型， 引导无严重违法违规行

为、 有良好金融科技基础和一定股东

实力的机构转型为小贷公司。 对于极

少数具有较强资本实力、 满足监管要

求的机构， 可以申请改制为消费金融

公司或其他持牌金融机构。 对于严重

违法违规的机构，要加大打击力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

日

前，银保监会官网发布《关于加强商业

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

（下称 《通

知》）

，《通知》 从六大方面对商业保理

行业进行规范和整理， 将对存量超万

家商业保理企业划分为三大类实施分

类处置。对此，兴业研究简评指出这是

“完善‘类金融’机构监管规则”。

商业保理企业不得吸收存款

据悉， 商业保理为一整套基于保

理商和供应商之间所签订的保理合同

的金融方案， 包括融资、 信用风险管

理、应收账款管理和催收服务。保理商

会根据保理合同受让供应商的应收账

款并且代替采购商付款。 如果采购商

无法付款， 保理商则付

款给供应商。

据银保监会官网公

布，截至 2019 年 6 月末，

全国已注册商业保理企

业就达到 12081 家，

较 2018 年 、2019 年

初分别增加 4222 家

和 540 家； 全行业注册资金 8487 亿

元， 较 2018 年、2019 年初分别增加

1117 亿元和 457 亿元。

《通知》从依法合规经营、加强监

督管理、稳妥推进分类处置、严把市场

准入关、压实监管责任、优化营商环境

等六大方面对商业保理行业进行规范

和整理。

其中， 针对商业保理企业的经营

范围，《通知》明确：商业保理企业不得

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通过网络借

贷信息中介机构、 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资

产管理机构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等机构融

入资金；与其他商业保理企业拆借或变相

拆借资金；发放贷款或受托发放贷款；

专门从事或受托开展与商业保理无关

的催收业务、讨债业务。

对商业保理企业分类监管

同时，《通知》 对于商业保理企业

风险资产总额、关联企业风险暴露、单

一客户风险暴露、 风险准备金等方面

提出了明确的监管指标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通知》对商

业保理企业实行了

分类监管， 将现存

商业保理企业划分

为“正常经营”、“非

正常经营”和“违法

违规经营”三大类，其中，针对非正常

经营类企业，即“失联”和“空壳”的企

业， 要求各金融监管局对其进行督促

整改， 整改验收合格的可以纳入监管

名单，拒绝整改或整改验收不合格的，

将其纳入异常经营名录， 并劝导其申

请变更企业名称和业务范围、 自愿注

销或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据了解，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

地金融监管局已开展摸底排查工作，重

点对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类“空壳”“失联”

“僵尸”等非正常经营，从事高利贷、现金

贷等违法违规企业进行清理。

据银保监会官网消息， 银保监会

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通知》答记者问指

出， 目前商业保理企业数量过多且良

莠不齐， 当前应以消化存量、 整顿乱

象、规范秩序为主；在市场准入管理办

法出台前， 原则上暂停商业保理企业

登记注册。

网贷机构分类处置风险出清提速

大多数机构将良性退出

广州引入“金融大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在穗设基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郑晓慧）

昨日， 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在广州

举行，峰会上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基地成立揭牌。

据悉， 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是广州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民

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系“国家金融与发展

实验室广州基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国家首批

25 家高端智库之一，设立于 2005 年。 作

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基地，金

羊研究院充分发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

室的理论和政策优势， 集聚广东及各方

人才，致力于为广州、广东及大湾区的金

融改革和发展服务， 努力打造成为广东

乃至全国一流金融智库。 国家金融与发

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 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成果要尽可能地

放在广东来实现，此外，还要做一些广东

特色的研究。

本届峰会开幕当天举行了主旨演讲

和圆桌论坛，围绕“新时期下的资产管理

新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科技助力提升

服务民企金融效率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梁 海

祥 ）

11 月 1 日， 记者从广东银

保监局获悉， 该局结合广东民营

经济发展特点， 引导辖区银行保

险机构主动构建“命运共同体”，

持续推动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提质

增效。 9 月末， 辖区民营贷款余

额比年初增长 13.9%， 高于同期

企业贷款增速； 有贷款余额户数

比年初增长 45.36%， 实现民营企

业贷款增速和户数“双提升”。

据悉， 广东银保监局引导辖

区银行机构积极运用互联网、 区

块链等技术手段， 让“数据多跑

路， 企业少跑路”， 提升民营企

业授信审批效率。 如交通银行广

东省分行通过执行限时服务制

度， 小微企业审批效率从全流程

耗时 31.5 天缩至 8.3 天， 审查审

批环节从耗时 22.1 天缩短至 4.5

天。 同时， 充分运用大数据方法

实现企业精准画像， 不断扩大民

营信用贷款投放。 如建行广东省

分行依据“技术流” 评级体系，

以科技企业知识产权为基础， 为

企业融资征信， 切实解决了相关

企业缺少有效抵押物的实际困

难。 截至 9 月末， 辖区民营企业

信用贷款比年初增长 29.35%， 高

于同期民营企业贷款增速。

近 8500 亿元资产将迎监管新规

商业保理企业将实施分类监管

民生银行民企贷款

占比超过

70%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日前， 记者从民生银行获悉， 该

行截至 2019 年 9 月末， 民生银

行服务民营企业 24 万家， 民企

贷款余额 1.5 万亿元， 在全行对

公贷款中的占比超过 70%。 同

时， 该行还通过债券投资、 同业

投资等手段， 满足了民企多层

次、 低成本的资金需求。 截至 9

月末， 该行支持民企的非贷款类

融资约 1700 亿元， 比年初增加

近 300 亿元。

据了解， 针对中小民企融资

抵押难等问题， 民生银行推出新

供应链金融模式， 目前已形成车

销通、 医药通、 建工通、 佳酿

通、 家电通、 政采通 6 个行业解

决方案， 赊销 E、 应收 E 等模式

涵盖了融资、 结算、 理财等综合

化服务。 截至 9 月末， 该行供应

链核心企业 226 户， 较年初增长

143%； 链上企业 8474 户， 增长

74%。 同期， 该行“小微企业及

小微企业主” 贷款余额逾 6700

亿元， 户均贷款约 160 万元， 服

务小微型贷款企业及业主超过 40

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