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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增资

82.42

亿元

信托公司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近期，68家信托公司2013年

报已披露完毕。 中国证券报记者

统计发现，去年全年，共有15家信

托公司进行了增资， 规模合计

82.42亿元。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以来， 已经有安信信托、 兴业信

托、渤海信托、国投信托、山东信

托等公司启动了增资扩股计划。

信托公司密集增资， 主要原

因在于突破资本金对业务发展的

制约。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信托风

险暴露预期增强的背景下， 增资

扩股能够提升公司抵御风险的能

力，增强投资者信心。

15家公司增资82亿

年报显示， 去年共有15家信

托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 包括交

银国际信托、华能贵诚信托、五矿

信托、中粮信托、东莞信托、新时

代信托、云南信托、湖南信托、紫

金信托、 华信信托、 方正东亚信

托、江苏信托、中航信托、中建投

信托、中融信托。

其中，交银国际信托在去年两

度增资，增资规模最大。 据交银国

际信托2013年报显示， 其在2013

年3月，将注册资本金从20亿元增

加至31.76亿元， 随后在11月增加

至37.65亿元， 一年内增资规模达

到17.65亿元。 华能贵诚信托的增

资规模仅次于交银国际信托，达到

10亿元。 此外，中粮信托和五矿信

托的增资规模均为8亿元。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前

述15家信托公司去年增资规模高

达82.42亿元， 平均每家增资5.49

亿元。

新年伊始， 国投信托控股股

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官网显示，

国投信托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泰

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

悦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

者，两家公司合计持股45%，募集

资金超过22亿元。

春节刚过， 安信信托即发布

公告， 宣布了其高达33亿元的定

增计划。安信信托以13.20/股的价

格， 向大股东国之杰定向增发不

超过2.5亿股。 此次定增所募集资

金不超过33亿元， 国之杰投资将

以现金方式全部认购。

在安信信托宣布其庞大的增

资计划十几天后， 银行系信托公

司兴业信托在其官网发布 《兴业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注册

资本金及调整股权结构的公告》。

公告表示， 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25.76亿元增加至50亿元， 并相应

调整股权结构。

在随后的3月，渤海信托被曝

出增资计划。 彼时，亿城股份发布

定增修改案，宣布以不低于3.06元

/股， 向控股股东海航资本等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10亿股， 募资总额

不超过30.6亿元， 其中27.59亿元

用于增资渤海信托。

此外，据媒体报道，山东信托

在增资扩股方面取得进展， 已基

本确定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

战略投资者， 并与其签署了增资

扩股框架协议， 计划今年上半年

完成增资扩股工作。

突围净资本

华能贵诚信托高达10亿元的

增资扩股起始于去年3月。 据其官

网显示，“此次增资扩股主要是为

了突破资本金对业务发展的制约

瓶颈，为实现‘双十’ 目标创造基

本性条件。 ”

所谓“双十” 目标，即突破年

利润10亿元， 在全国信托业务规

模排名进入前十。 华能贵诚信托

2013年报显示， 其年利润达11.2

亿元， 信托规模位列行业第 9

名———显然， 增资扩股促进了这

一目标的实现。

事实上，信托公司这一轮增资

潮的最重要动因， 即为了突破净

资本对信托业务的限制。根据《信

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信托公

司净资本不得低于各项风险资本

之和的100%，净资本不得低于净

资产的40%。

安信信托在其 《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中指出，公司使用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净资本， 是公

司扩大资产管理规模、 提升盈利

水平的需要。

这份报告表示，增资是公司不

断开拓业务范围的需要。根据《信

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

行办法》，信托公司开办受托境外

理财业务， 其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1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可自由兑换

货币。根据《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有

关金融产品的通知》，保险资金投

资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担任受

托人的信托公司应当具有完善的

公司治理、 良好的市场信誉和稳

定的投资业绩， 上年末经审计的

净资产不低于30亿元人民币。

安信信托在前述报告中表示，

增资是公司强化风险控制、 提升

抗风险能力和市场品牌形象的需

要。 业内人士称，在目前信托风险

暴露预期增强的背景下， 信托公

司增资扩股， 有利于提升公司抵

御风险的能力，增强投资者信心。

推出“微车险”

保险抢攻互联网高地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近期互联网的“宝宝”货币基金收益率不断下

降，而保险理财依然维持高收益，在互联网渠道抢

占风头。 业内人士表示，万能险投资范围更广，具有

一定期限，可以实现较高的收益。 保险产品的创新、

功能创新层出不穷，有公司已经推出车险O2O。

“宝宝” 收益下滑

保险理财独秀

近期“宝宝” 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继破

5%之后仍在下滑。 来看BAT三大平台“宝宝” 们

的现况，截至5月16日，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余

额宝的天弘增利宝货币已经降至4.87%；与微信理

财通合作的4只货币基金最新7日年化收益率均降

至4.8%左右；百度百赚对接的两只货币基金分别

为华夏现金增利4.74%、嘉实活期宝5.42%。 在互

联网货币基金中，仅嘉实活期宝等少数产品目前

还能维持在5%以上。

最近新发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也有所降低。

根据金牛理财网数据，目前在售的1个月及1个月

以内期限的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在3%

-5%，仅兴业、平安等少数银行的短期理财超过

5%。 1-3个月期限的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

益多在5%以上，能够达到6%以上的产品较少，而

且主要是在特定区域发行。

基金人士分析，短期利率将维持在比较低的

水平，降准的可能性不大，今年全年货币市场可能

会相对宽松。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基金、银行理财

的收益率有可能会继续下降。

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在售的保险理财收益率

依然具有吸引力。 除了余额宝，目前淘宝理财频

道首页基本被保险理财产品所占据。 淘宝理财显

示，短期理财中，国华、昆仑的产品预期年化收益

率达到6%；中长期理财中，珠江的一款产品甚至

高达6.8%。

保险人士表示，保险的理财产品肯定会比货

币基金收益方面更有吸引力。 一方面，保险投资

范围更大，甚至可以投资信托、专户等产品，很容

易做到较高的收益率；另一方面，货币基金尽管风

险较低，但是收益是浮动的，而保险可以给出预期

收益率，并且一般都可以实现。 不过该人士同时

指出，保险产品一般具有固定期限，通常为1-2

年，流动性方面肯定不如货币基金。

基金人士则指出，如果从理财角度看，保险产

品远远没有公募基金透明。 保险产品不会注明具

体的投资标的，结算利率一般一周或一个月左右

才会披露一次。 保险业内人士也表示，一般万能

险后续只会定期披露结算利率，并不会披露具体

的投资运作情况。

创新产品不断

车险O2O开路

在互联网金融方面，保险公司一直走在前沿。

“保险是最早做互联网金融的，例如当时的平安

车险，就是在保险网上销售，淘宝的退货运费险，

把购物和保险相结合。 ” 一位基金公司的电商负

责人表示。 近期，当基金公司还在忙着货币基金

功能升级和渠道拓展时，有保险公司开始着手打

造O2O。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安邦保险在微信

端率先推出了“微车险” 服务O2O闭环。 据了解，

用户关注安邦保险的微信公共号后，可以通过微

信实现车险直投、续保、预约、微信理赔、理赔进度

查询等功能。 用户如果出险，可以通过手机拍照、

微信发送照片进行自助处理，无需等待保险公司

人员现场查勘。

业内人士认为，自助理赔可以提升用户体验，

缩短车险理赔难和理赔慢的问题。 长远看，自助

理赔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服务成本。 但是从目前

来看，保险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实现自助理赔的难

度较大，从安邦保险率先实现自助理赔之后其他

都没跟进就可以看出，主要是理赔核心系统改造

很麻烦，开发量很大，大公司的理赔分散在各个省

市，而总部统一理赔的公司可能相对容易实现。

除了打造O2O， 保险公司也在推出有意思的

创新产品。例如，国华人寿的“吃货险” ，吃坏肚子

有保障；平安的个人账户资金损失险，保障范围包

括银行卡、网络账户和理财账户。

贵金属

弱势难改

□

天誉金泰分析师 夏鹏宇

素有“超级马里奥”

之称的欧洲央行行长德

拉吉近期表示，欧元区将

在6月采取刺激措施，改

变目前通胀持续低迷的

局面。 3月欧元区通胀年

率仅有0.5%， 远低于其

2%的通胀目标，有可能为

货币宽松增加砝码。 一时

间，欧元头寸遭遇疯狂抛

售， 欧元创出自2月中旬

以来的低点，贵金属市场

则出现小幅反弹。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显示， 前周初请失业金

人口触及7年低位 。 同

时 ，4 月 CPI 年 率 上 涨

2.0%， 逼近美联储设定

通胀目标，并创去年7月

以来最大升幅。 美国经

济数据强劲， 市场对美

联储提前加息预期进一

步上升。

贵金属处在弱势当

中，但是存在利多因素支

撑贵金属价格：黄金ETF

持仓增长1.79吨； 对冲基

金巨头保尔森，在近期金

价持续下跌的情况下，持

有价值约13亿美元的SP-

DR� Gold� Trust股票，整

体规模没有改变，表明这

位著名“黄金多头” 的坚

定立场。 因此在欧美政策

比拼下，贵金属整体弱势

格局不变，但是下跌空间

将十分有限。

同业业务料“降温”

资产证券化或“大迈步”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梅俊彦

一行三会发文抑制银行表内

非标业务的迅速扩张。 分析人士

指出， 此举可矫正金融同业业务

的过度发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与此同时， 监管层在规范银行同

业业务之外， 重申了通过推进资

产证券化业务发展， 来帮助金融

机构盘活存量、 用好增量的重要

性。可以预计，未来金融机构将加

速非标转表，资产证券化、同业存

单等业务发展料“大迈步” 。

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一直以来， 高速发展的同业

业务饱受诟病， 并频频被指责为

导致资金“脱实向虚”的祸首。市

场人士认为， 同业业务的监管新

规， 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影子信贷

中的资金产生挤出效应， 这一部

分资金或能流动到其他的市场之

中，比如股市、债市等。

央行表示， 规范金融机构同

业业务有利于引导资金更多流向

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

高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能

力； 有利于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

强金融和经济体系的韧性； 有利

于落实信贷政策，盘活存量、用好

增量， 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

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认

为， 由法人总部建立或指定专营

部门负责经营， 强化法人总部对

同业业务的统一管理， 有利于商

业银行对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

的统筹管理， 确保风险得到有效

控制。同时，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

同业业务回归流动性管理手段的

本质， 有利于降低资产负债期限

错配，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

资室主任张明表示， 新规的出台

将会抑制金融机构通过同业业务

彼此拆借流动性， 这可能导致银

行间市场利率的显著上升， 从而

给企业融资带来新的压力。 一旦

金融机构通过同业业务提供资金

的余地下降， 预计一些融资偏紧

的行业， 例如产业严重过剩的部

分制造业企业、 三四线城市的中

小房地产开发商以及部分市县级

地方融资平台， 将会面临资金链

紧绷甚至断裂的风险。 预计今年

将会有更多的基于上述基础资产

的影子银行产品违约。

资产证券化常态化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对于同

业业务的整肃不遗余力， 监管层

仍旧为金融机构规范开展同业业

务开了“正门” ，支持金融机构加

快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常规发

展， 积极参与银行间市场的同业

存单业务试点， 提高资产负债管

理的主动性、标准化和透明度。

招行相关部门人士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监管新规明确

叫停三方买入返售业务，禁止任

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

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限制同

业代付业务，加强同业融资额度

控制和期限管理，提出了统一的

风险管理要求。 监管新规认可

了各类同业投资业务， 鼓励金

融机构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业

务常规发展， 积极参与银行间

市场的同业存单业务试点，提

高资产负债管理的主动性、标

准化和透明度。

多数专家认为，这道“正门”

无疑表明了监管层对于未来同业

业务的发展方向： 加快推进资产

证券化的进度， 实现资产证券化

常态化发展。 “提出发展资产证

券化、同业存单等，是努力把非标

往标准化转移， 标准化的市场定

价更加透明。 ”

张明预计，未来几年内，信贷

资产证券化预计将获得极大发

展， 它不仅将成为银行盘活存量

资金的重要工具， 也会成为未来

通过市场化方式来处置银行不良

资产的一大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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