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瞄准万亿元市场 机构抢滩汽车金融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分析人士预计，5年内，中国汽车金融市场总量

将从目前的6700亿元发展到万亿元规模， 而各类

金融机构积极“抢滩” 这一市场。 由德勤与中信银

行最新发布的 《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金融服务白

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预计，排除重大政策

影响，未来十年内我国汽车年销量的增长率将维持

在5%至10%之间。

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和产销量持续增长，汽车

金融市场规模逐步扩大， 产品和服务愈加丰富，同

时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

银行“通吃” 产业链

《白皮书》显示，通常情况下，仍处于扩张期的

经销商集团，会将资金集中在企业规模扩张、相关

产业多元化经营等方面， 以期提升市场占有率、降

低企业经营面临的单品牌、单区域风险，并在局部

地区形成行业内的强势地位。而处于转型期的经销

商集团，一般将资金投入在日常经营，特别是库存

车、试乘试驾车辆及零配件采购等方面，以维持企

业正常运营。 目前阶段，汽车经销商集团主要融资

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厂商金融公司支持、IPO、发行

债券等。

银行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商业银行在汽车金融

领域具有绝对优势， 因为其可提供产业链金融服

务。 银行向汽车经销商提供的主要贷款产品包括：

库存采购贷款、建店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

德勤企业风险管理服务合伙人刘为表示：“中

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的金融服务存在广阔发展空

间；同时，该领域竞争日趋激烈。 在利率市场化趋

势下，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需要对其现有金融产

品、服务和风控手段，进行全面创新和提升。 ” 他

说，从银行角度来讲，如何在有效控制授信风险的

同时，加强对优质经销商的资金支持，促成银行与

汽车流通行业之间的合作和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此外，银行应通过有效沟通

及利用新兴技术进行资产管理和信息监控， 从而

有效降低自身风险、提高效率。

互联网金融凑热闹

不得不提的是，除传统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

融公司，“无所不在” 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也盯上了

这块诱人的“蛋糕” 。 目前已出现不少汽车流通链

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来这投CEO王传一认为，专注

于汽车金融领域，以汽车行业为切入点，充分利用

该产业的资金及市场流动优势， 将汽车金融做到

专业化、精细化，互联网金融未来必将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占有权重的一席之地。

不过， 对于互联网金融在这一领域的表现，包

括刘为在内的多数业内人士仍旧秉持保留态度，认

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线下融资渠道将是汽车金融的

“主导” 。

中信银行总行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勇认为，

目前看来，商业银行在汽车金融领域最大的竞争对

手可能是行业内部的金融机构， 比如汽车金融公

司，相信未来一段时间内，汽车金融公司的业务占

比会提高。 “不过，目前整个中国的金融结构还是

以银行为主导， 包括汽车库存融资还是以银行为

主，汽车消费信贷也是如此。 ”

《白皮书》建议，我国汽车产业的年产值已高

达三万亿元，并且还在以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速继续

向前发展。 如何更好地与汽车经销商集团进行合

作，提供更有利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快捷的

交易平台以支持企业发展， 占据市场主导优势，金

融机构仍需继续努力。 以汽车消费信贷业务为例，

该业务主体涉及银行、汽车经销商、汽车金融公司

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 按照国外行业经验，中国

汽车金融市场消费信贷业务方面尚有超50%的上

升空间， 银行与汽车金融公司将在合作中竞争，也

在竞争中寻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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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数据

压制金价

□天誉金泰分析师 夏鹏宇

一月一度的超级周落下帷幕，

市场聚焦2015年的首次非农就业报

告，数据显示，2014年12月新增25.2

万个就业岗位， 高于市场预期的24

万个。 失业率从11月的5.8%下滑至

5.6%，均好于预期。但是美元指数仍

旧从9年高位上滑落，黄金逆势大涨

1%。 尽管劳动参与率下滑，但是该

数据始终处在历史低位， 并不能引

起市场恐慌， 关键是在美国经济持

续改善的情况下， 薪资水平意外下

降，这意味着美国通胀数据不佳，削

弱了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

期。虽然美国缩紧银根，但是2014年

11月，美国通胀数据只有1.3%，远远

不及2%的预期目标。 美联储委员埃

文斯表示，在加息问题上，应该有足

够耐性， 在2016年之前， 都不应加

息。 美元走弱推升非美板块和贵金

属反弹。

当市场把焦点转向美国非农数

据的时候， 似乎忘记上周三欧元区

通胀数据带给市场的震惊。 2014年

12月， 欧元区通胀率为2009年以来

首次跌至负值，数据显示为-0.2，连

续第22个月通胀率低于央行2%目

标水平。CPI低于零使得欧元区陷入

技术性通缩境地。这表明2014年，欧

洲央行实行的所有非常规的宽松货

币政策，包括存款负利率，均以失败

告终。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央

行有可能推出任何刺激措施， 包括

购买政府债券， 欧元区有实行全面

QE的可能。 一方面，欧元走弱将推

升美元继续强势，打压贵金属；另一

方面， 虽然欧元不是国际贸易结算

货币，但是在全球经济中，仍旧占据

重要地位， 若以欧元区为一个经济

体，其规模远远超过美国，若推行欧

洲版QE，增强市场对通胀回升的预

期，贵金属将获得一定支撑。

与贵金属有很强正相关性的原

油市场走势同样波澜壮阔。 一方面，

沙特、 阿联酋和科威特的代表数次

强调OPEC不会减产，油价跌到50美

元/桶甚至是20美元/桶也不减产。巴

克莱认为， 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希望

油价进一步下跌， 以期加速美国页

岩油厂商退出市场。 另一方面，油价

上周刷新5年半新低并未能阻挡投

资者的“抄底” 之心。 去年12月，四

大美股原油ETF共“吸金” 12.3亿美

元，创下了201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

月资金流入。 原油价格的强烈反弹

意愿， 会推升市场对大宗商品特别

是贵金属企稳反弹的预期。

因美联储加息时点越来越近，但

市场又不看好美国长期通胀以及加

息幅度，所以反映在债市中，短期国

债收益率下跌的速度慢于长期国债。

长期与短期国债的走势出现背离，体

现在黄金市场上，有可能预示着金价

触底反弹的时刻即将来临。 上周黄金

反弹至1222美元/盎司至1240美元/

盎司区间，是阶段性多空分水岭。 本

周或继续测试该区间的阻力，整固黄

金在低位的走势。黄金击穿1180美元

/盎司重要支撑后的低点在逐渐抬

高，三次分别为1132美元/盎司、1142

美元/盎司、1167美元/盎司， 有筑底

反弹的意味。 天誉金泰认为，目前全

球通胀数据依然十分脆弱。 在资产配

置中， 贵金属是抗通胀的首选品种，

在当前通胀低迷，欧元区甚至陷入通

缩阴影的情况下，贵金属很难迅速重

回牛市，更多的是在底部区间弱势震

荡。 上周黄金收盘在1222美元/盎司

关口， 本周一若企稳于该线上方，将

在1222美元/盎司至1240美元/盎司

区间震荡整理。

食责险2015年

迎发展机遇期

投保率低等瓶颈有待破解

□本报记者 李超

近期，多家保险公司在食责险上发力，尝

试打开市场局面。 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在

2015年政策推动保险发展的预期下， 食责险

的份额有望增长；另一方面，目前行业仍面临

挑战，如何应对投保率低、技术水平和专业人

员配套等瓶颈， 是下一步保险公司亟待研究

的课题。

发展机遇期

2014年12月中旬， 白云机场等9家公司

发起筹建“大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拟定的注册资本为5亿元，经营范围

拟包括国内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业务及与食品

安全相关的其他财产保险业务、 国内与食品

安全相关的再保险业务、国际再保险业务等。

大华食品保险计划在2015年获得筹建许可，

2016年上半年获得经营许可并开始营业，并

制定了5年保费收入17亿元的规划。

2014年12月23日，人保财险与河南省安

阳市、汤阴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签约“河南省

汤阴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统保项目” ， 以加

强食品行业生产、经营、流通环节风险管理。

人保财险人士表示， 在食品安全领域已与第

三方评估机构开展合作， 在河南省汤阴县试

点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目前国内食

品生产企业众多，规模参差不齐，对食品安全

的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保险公司在推行食

品安全责任保险过程中， 通过与第三方机构

合作开展外部检测工作， 不仅可以对政府检

测力量进行有效补充， 也有助于提高质量检

测工作的效率， 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

革中的创新。

监管层人士近日透露，人保财险、华安保

险、长安责任保险等十余家公司在食品生产、

加工、销售、消费各环节上都已经有所探索，

开发保险产品30余款。

人保财险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国家对食品安全制度工作的进一步建立和完

善，对于食责险的发展将有促进作用。 目前，

这一险种的体量不是很大， 但随着未来食品

安全制度方案正式推出，婴幼儿食品、奶制品

等敏感行业对于保险的重视程度提高， 这方

面的市场份额有望扩大， 相应的再保业务也

将迎来发展机会。 在2015年政策出台推动保

险发展的预期下，食责险的份额有望增长。而

人保财险与国家级首批食品安全示范县汤阴

县的合作，意在通过试点的模式探索空间，为

将来在全国推广打下基础。

多面瓶颈待解

据媒体报道，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会

同保监会起草的《关于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 将于近日公布，鼓

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食品安全责任险面临投保率较低的境地。

业内人士表示，国内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领域推

出的时间较短，积累经验和数据有限，均限制

了企业投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需要此险

种的企业实际投保率非常低。 同时，食品安全

责任险所覆盖的责任与其他险种存在交叉重

合领域，可能会增加投保企业的经济负担。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食品安全责任

险的投保率不足一成， 且主要集中在出口产

品上。 投保企业主要是大型食品企业集团、进

出口企业、餐饮类企业，以及学校、单位食堂

等， 占食品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食品企

业投保较少。 从地域上看，目前食品安全责任

险仅在河北、广东、江苏、四川等少数省份有

所布局。

保险公司人士表示， 食责险承保的主要

是法律风险， 并且涉及对食品安全责任风险

的评估、承保食品的类别、承保方式、费率厘

定、风险管理和保险理赔、诉讼程序介入等多

个环节， 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要求较

高。目前保险公司在技术水平、专业人员配套

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下一步如何配套修订后

的食品安全法，推动食责险真正繁荣，是保险

公司亟待研究的课题。

渣打建议：超配中国股票

□本报记者 殷鹏

日前，渣打发布2015年市场展望，投资策略建议

多元配置各类资产，超配中国股票，推荐指数基金。

渣打预测今年全球市场有五大特点：一是美国

经济增长加速，将带动全球经济扩张；二是通胀保

持低位，可大比重超配高息股票；三是分歧的货币

政策将创造许多投资机会， 预计美联储会自2006

年以来首度加息，美元会持续走强；四是美国零利

率结束将造成许多资产类别短期波动；五是改革是

新兴市场的关键，2015年市场预期中国经济硬着陆

风险减退。

渣打研究团队的中国投资策略及咨询总监郑毓

栋表示，从全球投资市场看，2015年股优于债，传统

固定收入产品收益率保持低迷， 可以投非传统类固

定收益资产。 油价下跌利好美国、欧洲和中国，美联

储的温和缓慢升息，不至于从市场抽走较多流动性，

可以超配发达国家股票以及中国和印度的股票。

渣打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是

尾部风险下降。相信政府实施的改革实质上已经减

少了重大违约导致的硬着陆风险，这给中国股票降

低风险溢价提供保证。同时，央行政策趋于温和，预

测2015年上半年降准， 将大大缓解金融板块风险。

企业盈利有望得到“低能源价格、宽松的货币条件

和国内收益率水平下行” 的支持。 2014年三季度盈

利显示增长，虽然不同行业间差异很大，但通讯、医

药、可选消费品、工业和公共事业等板块显示出增

长的动力。 郑毓栋建议投资基金尤其是指数基金。

从过去美国加息的市场反应看，加息前市场表现良

好，加息后波动加大。 因此今年上半年可能是正回

报，下半年会波动，强势美元带来资金流出信号。人

民币处于国际化进程中，大幅波动不是各方希望看

到的，人民币币值有望保持稳定。 黄金投资机会不

大，石油投资机会为中性。

瞄准万亿元市场

机构抢滩汽车金融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分析人士预计，5年内，中国汽车金融市场总量将从目前的6700亿元

发展到万亿元规模，而各类金融机构积极“抢滩” 这一市场。 由德勤与中

信银行最新发布的 《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金融服务白皮书》（以下简称

《白皮书》）预计，排除重大政策影响，未来十年内我国汽车年销量的增

长率将维持在5%至10%之间。

银行“通吃” 产业链

《白皮书》显示，通常情况下，仍处于扩张期

的经销商集团， 会将资金集中在企业规模扩张、

相关产业多元化经营等方面，以期提升市场占有

率、降低企业经营面临的单品牌、单区域风险，并

在局部地区形成行业内的强势地位。而处于转型

期的经销商集团， 一般将资金投入在日常经营，

特别是库存车、试乘试驾车辆及零配件采购等方

面，以维持企业正常运营。目前阶段，汽车经销商

集团主要融资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厂商金融公司

支持、IPO、发行债券等。

银行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商业银行在汽车金

融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因为其可提供产业链金融

服务。银行向汽车经销商提供的主要贷款产品包

括：库存采购贷款、建店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

德勤企业风险管理服务合伙人刘为表示：

“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的金融服务存在广阔发

展空间；同时，该领域竞争日趋激烈。在利率市场

化趋势下，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需要对其现有

金融产品、服务和风控手段，进行全面创新和提

升。 ” 他说，从银行角度来讲，如何在有效控制授

信风险的同时， 加强对优质经销商的资金支持，

促成银行与汽车流通行业之间的合作和整个行

业的健康发展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此外，银行

应通过有效沟通及利用新兴技术进行资产管理

和信息监控，从而有效降低自身风险、提高效率。

互联网金融凑热闹

不得不提的是，除传统汽车金融公司、消费

金融公司，“无所不在” 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也盯

上了这块诱人的“蛋糕” 。 目前已出现不少汽车

流通链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来这投CEO王传一认

为，专注于汽车金融领域，以汽车行业为切入点，

充分利用该产业的资金及市场流动优势，将汽车

金融做到专业化、精细化，互联网金融未来必将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权重的一席之地。

不过， 对于互联网金融在这一领域的表现，

包括刘为在内的多数业内人士仍旧秉持保留态

度，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线下融资渠道将是汽

车金融的“主导” 。

中信银行总行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勇认

为，目前看来，商业银行在汽车金融领域最大的

竞争对手可能是行业内部的金融机构，比如汽车

金融公司，相信未来一段时间内，汽车金融公司

的业务占比会提高。 “不过，目前整个中国的金

融结构还是以银行为主导，包括汽车库存融资还

是以银行为主，汽车消费信贷也是如此。 ”

《白皮书》建议，我国汽车产业的年产值已

高达三万亿元，并且还在以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速

继续向前发展。如何更好地与汽车经销商集团进

行合作，提供更有利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和更

快捷的交易平台以支持企业发展，占据市场主导

优势，金融机构仍需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