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监测月报

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二、本期行业要闻

债市
 本期新发 18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315 亿元，债项级
别均在 A 及以上。

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行业

四、报告声明

 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定位明确，将强化资本约束
点评：随着业务复杂程度日益提高，原有参照商业银行相关
监管规则要求实施监管的办法难以适应三家政策性银行的
改革发展要求，新办法明确规定了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定位和
资本约束机制，有利于其提高自身的风险抵御能力，也有利
于推进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发展。

 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稳步增长，资产质量保持平稳
2017.11.01～2017.11.30

点评：在三季度工业经济效益显著改善的经济环境下，我国
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持续增长，信贷资产质量保持平稳，有
利于金融风险防控；其中消费、住房类贷款规模增长较快，
远高于同期贷款平均增速，居民部门杠杆不断增加，债务风
险值得关注。

 银监会健全穿透式监管，加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
点评：随着股本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本来源多元化，商业银行
在股权管理中遇到的挑战和风险越来越多。做好股权管理可
以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在关联方控股、股权质押等方面潜在
的违规风险，有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企业
 平安银行连续四次中招，深陷百亿级债务违约事件
大公银行业小组
负责人：梁荣栋
成员：王若宇 陈瀚 高明
陈朝阳 涂强
联系电话：010-51087768

点评：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违约数量大幅
上升，对银行的信用风险防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银行应
该积极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做好贷前贷中贷后检查工作，将
信贷资产质量控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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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8 支债券，共募集资 315 亿元，债项级别均在 A 及以
上。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银行新发 18 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315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金融债券和二
级资本债券。
表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支）
行业

发行总额

银行业

315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18

金融债券、二级资本债券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18 支债券中，债券期限主要为 10 年期和 3 年期，发行方式以公募发行为
主，债项信用等级均为 A 及以上；债券类别来看，金融债券 6 支，二级资本债券 12 支。

（三）信用级别变动
本期共有 2 家银行主体信用等级或者展望发生变动，分别为贵阳农村商业银行和成
都银行，其中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成都银行信用等级由 AA+
调整为 AAA。
表2

本期银行主体信用级别及展望变动情况
银行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时间

评级机构

贵阳农村商业银行

AA-/负面

AA-/稳定

2017.11.07

中诚信国际

成都银行

AA+/稳定

AAA/稳定

2017.11.13

联合资信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本期行业要闻
 银行业
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定位明确，将强化资本约束；银行业资产负
债规模稳步增长，资产质量保持平稳；银监会健全穿透式监管，加
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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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1：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定位明确 将强化资本约束
随着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业务持续发展、经营区域不
断扩大，业务复杂程度日益提高，风险管控任务日益艰巨。2017 年 11 月 15 日，银监会发
布银监会印发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监管办法，明确了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坚守开发性、政策
性金融的市场定位，强调了资本约束机制。
市场定位方面，开发银行重点发挥中长期的投融资作用，加大对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进出口银行重点支持外贸发展、对外开放、国际合作、走出去等；农发
行主要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在资本约束方面，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应建立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本约束机制，制
定资本的补充、规划、完善内部资本评估、动态的补充机制；要结合自身的风险管理状况、
业务特点、外部资本监管要求，建立资本管理的制度、流程、政策，以确保通过自身的资本
能抵御和防范各种风险；制定中长期的资本规划，合理确定业务发展规模和速度，确保资本
水平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点评：随着业务复杂程度日益提高，原有参照商业银行相关监管规则要求实施监管的办法难以适
应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发展要求，新办法明确规定了政策性银行的市场定位和资本约束机制，
有利于其提高自身的风险抵御能力，也有利于推进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发展。

要闻 2：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稳步增长 资产质量保持平稳
2017 年 11 月 10 日，银监会发布 2017 年三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银行业资产和负债
规模稳步增长。2017 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 247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0.9%；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总额为 2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
银行业继续加强金融服务。截至 2017 年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不含票
据融资）余额 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
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 3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用于信用卡消费、
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37.1%和 43.8%，分别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23.9
和 30.6 个百分点。
信贷资产质量保持平稳。2017 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1.67 万亿元，较上
季末增加 346.00 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1.74%，与上季末持平；同期，商业银行正常贷
款余额 94.6 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 91.1 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 3.4 万亿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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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来源：银监会）
点评：在三季度工业经济效益显著改善的经济环境下，我国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持续增长，信贷
资产质量保持平稳，有利于金融风险防控；其中消费、住房类贷款规模增长较快，远高于同期贷
款平均增速，居民部门杠杆不断增加，债务风险值得关注。

要闻 3：银监会健全穿透式监管 加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
为规范商业银行股东行为，
银监会 16 日就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征求意见，
确立了商业银行股权穿透式监管框架，对股东资质、关联交易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办法建立健全了从股东、商业银行到监管部门的“三位一体”的穿透式监管框架。办法
要求，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入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 2
家，或控制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 1 家。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单独或合并拟首
次持有或累计增持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报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核准。
股东方面，办法要求主要股东应向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逐层说明股权结构直至实际控制
人、最终受益人，以及其与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商业银行要加强对股东
资质的审查，应对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
信息进行核实并掌握其变动情况。（资料来源：新华网）
点评：随着股本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本来源多元化，商业银行在股权管理中遇到的挑战和风险越来
越多。做好股权管理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在关联方控股、股权质押等方面潜在的违规风险，
有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要闻 4：银监会将加大监管力度 重点关注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
2017 年 11 月 23、24 日召开的 2017 城商行年会上，银监会肯定了城商行和民营银行在
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中起到的作用，但同时强调中小银行要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和区
域性风险的底线，特别要关注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
强监管将是今后工作的主基调，既要关注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普遍性风
险，也要重视代理风险、洗钱风险等可能忽视的风险。
城商行需要强化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履职能力，承担起管控风险的首要职责；同
时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引进注重银行长远健康发展、资金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能带
来协同效应的战略性股东。
（资料来源：华尔街见闻）
点评：城商行在我国银行系统中地位重要，对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目前，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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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困难加大，城商行要树立风险意识，不断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做好风险管理工作。

要闻 5：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涉嫌违纪 目前正接受调查
2017 年 11 月 28 日，恒丰银行专题会议上透露，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自 2016 年 5 月“恒丰银行高管私分公款”被举报信曝光以来，媒
体对于恒丰银行以及蔡国华本人的负面新闻一直不断。恒丰银行还被曝出其高管利用银行的
资管资金，借道通道公司代为持有恒丰银行的股权，以实现绝对控股恒丰银行的目的。
（资
料来源：蓝鲸财经）
点评：恒丰银行一系列风波事件，主要由恒丰银行存在“三会一层”边界不清晰等公司治理问题
所致。公司治理对银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恒丰银行应尽快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
力。

三、本期企业动态
平安银行连续四次中招，深陷百亿级债务违约事件。
表3

本期企业动态情况

要闻类别

公司简称

新闻内容

正面/负面/中性

2017年11月，丹东港爆发债券违约事件，平安
银行多笔贷款面临风险，这已是平安银行近两
信贷违约

平安银行

年来第四起重大信贷风险事件。此前，平安银
行分别陷入东北特钢、上海云峰、辉山乳业等

负面

三起重大债务违约事件。平安银行四笔信贷规
模合计超过百亿。

数据来源：大公根据财经新闻整理

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力求报告
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
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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