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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6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24.50亿元，债项

级别均在 A+及以上。 

行业 

 央行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 

点评：“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是央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的

再一次创新和尝试，为当前市场结构性矛盾增加导致的流动

性阶段性趋紧带来缓解作用，是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科学管

理，从结构和数量两方面对流动性更加灵活调节。 

 商业银行委托贷款新规出台 

点评：近期，监管层针对资管业务、银信业务、委托贷款等

先后出台政策，对整个通道业务的基本实现全链条覆盖，利

用通道业务进行监管套利行为基本被封死。 

 银监会制定大额风险暴露监管办法 

点评：较高的集中度给商业银行带来较高的风险，若最大几

家客户出现风险事件，则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较大的损失。

此次出台的政策可以促使商业银行更好地监测大客户风险，

促进商业银行调整业务模式，将行业集中度及客户集中度降

低，从而降低风险。 

企业 

 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放贷造重罚 4.62 亿元 

点评：2017年银监系统大力整治市场乱象，对信贷、票据、

同业和理财等领域的突出问题进行了重点整治，全年共罚没

金额近 30亿元。监管高压持续，一批罚单仍在路上。 

 银监再开亿级罚单，邮储等 12家银行被罚 2.95 亿 

点评：银监会发布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系列文件，将“违规

开展票据业务”和“内控管理不到位”列为 2018年整治的

工作要点，并指出要抓住依法合规经营这个着力点，坚决根

治普遍存在的合规意识淡薄、制度缺失、屡查屡犯等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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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6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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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124.5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金融债券、

二级资本债券和熊猫债券。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支）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银行业 124.50 6 金融债券、二级资本债券、熊猫债券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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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支，二级资本债券 3支，

熊猫债券 2支。 

（三）信用级别变动 

本期共有 1家银行主体信用等级或者展望发生变动，为山东五莲农村商业银行，评

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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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五莲农村商业银行 A+/稳定 A+/负面 2018.1.5 中诚信国际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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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要闻 

央行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监管高压态势持续，整治银行

业乱象再升级；商业银行委托贷款新规出台；银监会制定大额风险

暴露监管办法。 

要闻 1：央行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 

2017 年 12 月 29 日，央行称，在现金投放占比较高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在春节期间存在

临时流动性缺口时，可临时使用不超过两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使用期限为 30天。

此举可释放最高约 1.5 万亿～2万亿流动性。本次“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在基本完全对冲

春节资金扰动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准备金制度。 

“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通过对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实现流动性释放，商业银行不必支

付其他资金融入成本，只需要承担 1.62%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相比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和货币市场利率存在明显优惠；同时相比公开市场操作，“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无需质押

品，相当于信用贷款。（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点评：“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是央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再一次创新和尝试，为当前

市场结构性矛盾增加导致的流动性阶段性趋紧带来缓解作用，是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科

学管理，从结构和数量两方面对流动性更加灵活调节。 

要闻 2：监管高压态势持续 整治银行业乱象再升级 

2018年 1月 13日晚间，银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下

称“《通知》”）。在 2017 年开展的“三三四”等一系列专项治理取得阶段成效的基础上，银

监会进一步巩固前期成果，引导构建银行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通知》明确了 2018年将重点整治 8大领域：一是公司治理不健全，包括股东与股权、

履职与考评、从业资质等三个方面。二是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违反信贷政策和违反房地

产行业政策。三是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产品风险，包括违规开展同业业务、理财业务、表外

业务、合作业务等四个要点。四是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主要是与金融消费者权益直接相关

的不当销售和不当收费。五是利益输送，包括向股东输送利益、向关系人员输送利益。六是

违法违规展业，包括未经审批设立机构并展业、违规开展存贷业务、违规开展票据业务、违

规掩盖或处置不良资产等四个要点。七是案件与操作风险，主要是列举了一些案件高发多发

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员工管理不到位、内控管理不到位、案件查处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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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行业廉洁风险，包括业务经营和信息管理两个方面。此外，还单独列举了监管履职方面

的负面清单。（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点评：2018 年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工作要点共 8 大方面 22 条，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对

市场机构之间的套路十分熟悉，基本封堵了所有可能存在监管套利的道路。 

要闻 3：商业银行委托贷款新规出台 

2018年 1月 6日，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对委托贷款业务进行了系统规范，明确委托贷款的业务定位和各方当事人职责，明确委托贷

款的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 

《管理办法》对于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和资金投向实施了“双向堵截”。通过委托贷款

规避监管指标或资金投向限制，或无贷款资格却行贷款之实的通道业务行为，将被严格禁止。

针对将委托贷款业务作为通道的做法，《管理办法》要求信贷资金和资管资金不得参与委托

贷款业务，委托贷款资金不得投资资管产品，不得投向禁止领域。（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点评：近期，监管层针对资管业务、银信业务、委托贷款等先后出台政策，对整个通道

业务的基本实现全链条覆盖，利用通道业务进行监管套利行为基本被封死。 

要闻 4：银监会制定大额风险暴露监管办法 

2018年 1月 5日，银监会针对《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矛头直指银行授信集中度风险。根据《办法》规定，大额风险暴露是指商业

银行对单一客户或一组关联客户超过其一级资本净额 2.50%的风险暴露。而集中度风险与银

行的风险偏好密切相关，是银行对同一业务领域、同一客户、同一产品的风险暴露过大，可

能给银行造成的巨大损失。 

《办法》对同业与非同业客户设定了不同的监管标准。对于非同业单一客户，《办法》

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贷款不超过资本 10%的要求，同时规定包括贷款在内

的所有信用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 15%。对于同业客户，《办法》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监

管要求，规定其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 25%，并设置了三年过渡期，商业银行可在过渡

期内逐步调整业务模式、分散同业资产、扩展客户群体。（资料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点评：较高的集中度给商业银行带来较高的风险，若最大几家客户出现风险事件，则可

能给商业银行带来较大的损失。此次出台的政策可以促使商业银行更好地监测大客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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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促进商业银行调整业务模式，将行业集中度及客户集中度降低，从而降低风险。 

三、本期企业动态 

工商银行黑龙江分行违规销售理财产品被罚 3,400万元；浦发

银行成都分行违规放贷遭重罚 4.62 亿元；银监会再开亿级罚单，邮

储等 12 家银行被罚 2.95亿。 

（一）监管处罚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面） 

2018年 1月 12日，黑龙江银监局发布公告显示，2015 年 6月以来，工行黑龙江分

行辖内 13家分支机构多次违规销售对公理财，对工行黑龙江分行及所辖 13家二级分行

及责任人予以累计 3,400万元罚款。 

根据黑龙江银监局的公告，上海银监局在现场检查中发现，工商银行黑龙江分行金

额 54.70亿元理财产品涉嫌违规，银监会遂责成黑龙江银监局和工商银行进行全面核查。

通过监管部门检查和该行自查发现，自 2015 年 6月以来，工商银行黑龙江分行辖内 13

家分支机构多次违规销售对公理财，虽已全部结清，未形成实质损失，但暴露出省分行

及其辖内分支机构经营管理存在严重问题。（资料来源：北京商报）。 

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面） 

1 月 19 日晚间，银监会公布依法查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发放贷款案件，四川

银监局公布对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案做出处罚，共罚没 4.62 亿元，原浦发成都分行行长

王兵被“双开”。通过监管检查和按照监管要求进行的内部核查发现，浦发银行成都分

行为掩盖不良贷款，通过编造虚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权审批等手法，违规办理信贷、

同业、理财、信用证和保理等业务，向 1,493 个空壳企业授信 775亿元，换取相关企业

出资承担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不良贷款。 

通过这番不良资产腾挪，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出现了长期“零不良”的繁荣假象。银

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一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的造假案件，涉案金额

巨大，手段隐蔽，性质恶劣，教训深刻。（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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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在对武威文昌路支行核查中，发现了该支行原行长以邮储银行

武威市分行名义，违法违规套取票据资金的事实，涉案票据票面金额 79 亿元，非法套

取挪用理财资金 30 亿元。案发后，银监会立即启动重大案件查处工作机制，依法对案

发机构邮储银行武威市分行、违规购买理财的吉林蛟河农商行及 10 家违规交易机构做

出处罚，罚款共计 2.95亿元，相关涉案人员也已进行相应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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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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银行业小组，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

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