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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严控银行贷款集中度
本报记者 杨井鑫 北京报道

通过
“垒大户”做大规模，而今过度
依赖大户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办法》，加强集中度风险的监管。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受

是一把双刃剑， 在给银行带来高利
润的同时，也会造成潜在风险隐患。

在频频曝出负债百亿级的企

为了降低商业银行授信中此类

限于区域经济发展，部分中小银行

此外，多家上市银行贷款集中

业危机时，商业银行大额风险也暴

问题，中国银保监会于近日正式对外
发布了《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

在新规发布后在贷款集中度上已经
承压。对于这些银行而言，
“
垒大户”

度提升较明显，增长趋势受到市场
关注。

露出来了。不少银行此前在扩张中

“垒大户”隐忧
银行在持续的
“垒大户”过程中，降低风险的初衷已经变相地被企业绑架，而这其中的大额风险也就体现出来了。
在不少银行规模扩张中，“垒

让银行群体有了一种“抱团取暖”

近年来部分中小银行贷款集中度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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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原始权益人
检查工作底稿将定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

由中国证监会指导、中国证券
业协会起草的 ABS 原始权益人现
场检查工作底稿，将于近期定稿。
中国证券业协会相关人士表

（单位：%）

示， 底稿将重点关注原始权益人在
尽调过程中提供的资料真实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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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一直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银
行通过将信贷资源向单一客户的

的感觉。
“商业银行争相贷款的背后

倾斜，在业务上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和降低风险的目的。

也是看中了企业的资质。 多数的
大户基本上属于大型国企、央

贵阳银行

“尤其是城商行、 农商行等中
小银行，这种情况比较多。”华北地

企、上市公司等等，民营企业在
其中数量并不是很多。 ”上述城

区一家城商行人士称， 银行对于
“
垒大户”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商行人士认为， 按照银行的逻
辑， 国企央企有政府的支持，而

他认为，“在地方区域经济发
展中， 龙头企业和优质企业就这

上市公司在股份和壳上体现的
价值也非常大。

么几家， 贷款集中于这些企业相
对还是风险低， 也能够有不错的
收益。 ”
据他介绍，银行对于这类大户

银行在持续的“垒大户”过程
中，降低风险的初衷已经变相地被
企业绑架，而这其中的大额风险也
就体现出来了。

贷款规模逐年增长也会引起担忧，
甚至不断出现
“
借新还旧”的情况。
但是，相比投放其他领域还是短期
的风险要低。“银行不可能有好的

上述城商行人士进一步指出，
“
垒大户”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渤钢
集团的债务危机， 涉债规模近
2000 亿元， 逾百家金融机构深陷

企业不贷款，去给差一些的企业贷
款吧。 ”该城商行人士说。
更有意思的是，伴随商业银行
数量的增加，大多银行的相同选择

其中。“
一旦银行踩雷，引发的风险
损失也会更大。 ”
记者了解到，由于近年基建项
目的推进，央企、国企、大中型集团

单一客户贷款比率

前十大客户贷款比率

3.31

24.54
公开信息资料

企业都成为了银行争相授信的对
象，动辄百亿元的贷款规模进一步
提升了大额风险。 而一些城商行、

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贷款集中
度有时会有一些处理手段，很早的
时候可以拆分，此后则有绕道同业

农商行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也较为
激进，贷款集中度明显。

授信情况，这也在无形中加大了信
贷的风险。 ”

据该人士透露，监管对于单一
客户的贷款比例上限是 10%，而东

山东一家农商行人士称，对
于强化大额风险的监管， 实际上

北的一家农商行已经逼近了上线。
更重要的是，在同业业务兴起
的同时，通过其他金融机构间接授

也能降低关联性贷款带来的风
险， 这也是监管一直重点关注的
范畴。

难舍大户？
实际上，记者在梳理上市银行的单一客户贷款比率和前十大客户贷款比率变动时，部分中小银行贷款集中度有所提升。
为了对银行金融机构集中度
风险加强监管，中国银保监会于 5

限于传统信贷。
银保监会方面称， 该办法的

农商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在单
一 客 户 贷 款 比 率 分 别 为 1.09% 、

为明显。
“贷款集中度可能与业 务 结

月 4 日正式对外发布 《商业银行
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 规定了
风险暴露计算范围和方法， 从组
织架构、管理制度、内部限额、信

实施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
险，提升金融服务的质效，有助于
推动商业银行提升集中度风险管
理水平，降低客户授信集中度，有

1.67%和 1.56%，处于低位水平；天
津银行和杭州银行单一客户贷款
比率为 6.36%和 6.18%， 相对处于
高位； 在前十大客户贷款比率中，

构、区域经济结构都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建行相关人士称，东北地区
国有经济占比较大，可能相对贷款
集中度会高一些，而华南民营经济

息系统等方面对商业银行强化大
额风险管控提出了具体要求，并

效防控系统性风险。 明确了单家
银行对单个企业或集团的授信总

天津银行、 锦州银行分别为
41.55%和 32.29%，属于较高水平。

发展较快， 贷款方面则更为分散。
同时，部分银行在业务结构上有所

明确了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的监管
措施。
据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对于非同业单一客户，该办
法重申了《商业银行法》贷款不超

量上限， 有助于杜绝授信过程中
“搭便车”“垒大户”等现象，提高
中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性， 改善信
贷资源配置效率。
实际上，记者在梳理上市银行

记者注意到， 杭州银行在
2016 年 的 单 一 客 户 贷 款 比 率 为
2.18%，而 2017 年一跃至 6.18%，且
前十大客户贷款比率也从 19.57%
上升至 23.51%；南京银行 2016 年

调整，加大了零售业务，减少了对
公业务，这也让单一最大客户贷款
的比率能够有所下降。
该人士认为，在经济下行期，
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风险要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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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考虑
银行授信业务日趋多元化，不再局

的单一客户贷款比率和前十大客
户贷款比率变动时，部分中小银行
贷款集中度有所提升。
2017 年年报数据显示， 常熟

单 一 客 户 贷 款 比 率 为 1.61% ， 而
2017 年也升至 3.69%，且前十大客
户 贷 款 比 率 亦 从 11.57% 增 至
17.4%， 两家银行集中度的变动较

些，大型对公贷款收益反而下降。
“贷款分散有助于风险的分散，不
仅能增加收益率， 还能实现金融
上的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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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时将参照使用， 但具体启用时
间尚未确定。

合与支持情况，尤其是尽职调查过
程中向管理人等有关业务参与人

近 3 年来，ABS 的爆发增长态
势有目共睹。

提供的资料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以及存续期阶段的履约情况。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披露
的数据显示，自 2014 年底备案制启

第二，对于业务经营可能对专
项计划以及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

动以来，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
模快速增长， 产品累计备案规模突

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始权益
人（即特定原始权益人），还将关注

破 1 万亿元大关， 成为市场接受度
较高的一种成熟金融产品。 截至

其持续经营能力及持续经营情况。
第三，针对目前国内大多数资

2017 年底，累计共有 118 家机构备
案确认 1125 只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产证券化项目是由原始权益人担
任资产服务机构的情况，该检查底

总发行规模达 16135.20 亿元，同比
增长 133.56%。

规范原始权益人
“原始权益人的风险管理能力
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安全性至关
重要。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研究中心投融资处处长、中国资
产证券化研究院 PPP 专业委员会

ABS 发行 105 单，发行金额 1142 亿
元， 同比增长 39.87%， 占总量的
14.64%； 融资租赁 ABS 发行 69 单，
发行额 794 亿元，同比下滑 23%。
专业人士分析，从 2017 年的发

主任委员罗桂连博士表示。

行情况， 占比较高的原始权益人类

罗桂连表示，国内目前的资产
证券化业务普遍未能真正做到资
产独立和破产隔离，未能实现相对
于原始权益人的会计出表，原始权
益人通常兼任资产管理人，还是次

别依次是以互联网金融机构为主的
消费信贷机构、 信托机构、 小贷公
司、保理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
罗桂连表示， 上述原始权益人
大多不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

级档的实际持有人，通常还提供流
动性支持等增信措施。
据介绍，由于基础资产的净现
金流普遍不足，或不独立、不可靠、
不可特定化，国内的企业资产证券

主流金融机构， 相当一部分原始权
益人治理结构不规范、 风险管理能
力弱、 对基础资产的管理能力也较
弱， 部分机构还成为地方融资平台
或房地产开发商规避监管政策的融

化产品普遍依赖原始权益人及其
关联机构的主体信用，实质上还是
原始权益人的主体信用融资。
厦门国金 ABS 研究院发布年初
的 《2017 年 ABS 行业年报》 显示，
2017 年，在交易所市场，消费性贷款、

资渠道， 潜伏较大的合规性风险和
信用违约风险。
罗桂连表示， 证监会从原始权
益人这一核心主体入手进行规范，
抓住了国内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监
管和风险防控的关键点， 是针对突

信托受益权、小额贷款、应收账款和租
赁租金依然是排名靠前的基础资产。

出问题的有力举措。
至于对原始权益人展开的有针

其中，消费性贷款 ABS 发行 73
单，发行金额总计 1633 亿元，占企

对性的检查，会对 ABS 市场产生何
种影响，罗桂连认为，短期可能影响

业 ABS 全年总量约 21%； 信托受益
权 ABS 发行 55 单， 总发行 1353 亿
元，同比增长近 29%，占总量的 17%；

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规模，
但对切实防控金融风险这一重大任
务，确实很有必要。长期来看有利于
资产证券化业务回归本源， 发挥产
品优势，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家客栈都预定满了， 这位房客也
要来映秀， 老人打算把自己的房

人，来映秀的人都是亲人。
2018 年 5 月 12 日是汶川特

功， 第一次是把银行卡号写错了，
第二次把地址写错了。 有时候他们
不会操作了，就抱着电脑到当地的
电信和移动公司找年轻人帮忙。

说，每天 5 点多就起来。 有一个房
客是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月， 天天
跟他们一起吃饭，
“
她说中午 12 点
回来，我们就等她 12 点吃饭”。 后

间挪出来给她住。
老两口也是地震亲历者，奶
奶说，本来他们并没有打算开客
栈， 只是家里孙子都出去工作

大地震十周年，东村的艳妹客栈在
这一天对所有的住户都免费。 老板
艳妹说，她没有多大能力，只能以
这种形式表达对社会的感谢。 艳妹

了，家里空着不热闹。 地震后，人

姓雷， 邻居们都叫她艳子或者艳

们担心瘟疫都往外走，老两口支

妹、艳姐，她以自己的名字为客栈

走了儿子，两人就在废墟上搭起
了棚，垒了个灶，从废墟里挖出
来了一口锅，熬了下来。 奶奶说，
以前她胆子小得很，但那时候她
看着路边躺着遇难的人“竟一点
都不怕”。
地震使老人失去了自己的小
孙女，奶奶说，那时候难过得整夜
睡不着。 地震后他们又添了一个
孙女， 现在奶奶最大的孙子都 30
多岁了，最小的孙女才 8 岁。 奶奶
说，时间长了，也习惯了，“现在小
孙女听话得很”。
爷爷奶奶热心对待房客，力

命名， 却为自己引来了一些麻烦。
艳妹打算改了这个名字，改成“友
谊客栈”。 艳妹和自己家的住户关
系也很好，艳妹爸爸过生日，住户
们还一起给老人祝寿，“大家就像
一家人”。
艳妹和邻居卓玛是村里广场
舞的发起者，地震后回到映秀，他
们开始一起跳广场舞，卓玛说跟着
音乐跳舞， 什么烦恼伤心事都忘
了，
“
跳的上瘾，下雨天我们最难过
了”。 卓玛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
现在她和艳妹就像亲姐妹，卓玛在
艳妹家就像在自己家。

小额贷款 ABS 发行 63 单，总发行额
1247 亿元，占总量的 16%；应收账款

幼儿园的孩子送到了都江堰全托，
每周末他才把孩子接回家。而一位
开餐馆的老板也是如此情况，老板
称自己文化水平不高， 平时又忙，

时居住在都江堰市，她边打工，边
陪女儿在都江堰读书。
李女士说， 地震后就不想再
回到映秀， 即便是回到映秀也不
想出门， 一出门看见遗址心里就
很难过。

不租了，“做客栈的人太多了，客
人越来越少，很难做下去”，而到
节假日，她就回到映秀“能挣一些
是一些”。
李女士分外疼爱她的小女儿，
都江堰的压力比映秀大，但为了女

一位正在上 4 年级的小学生
告诉记者， 地震的时候她才 1 岁，
对地震完全没有记忆，但经常有很
多人来看望他们。
另一位正在读 3 年级的小学
生也告诉记者， 她的两个姐姐也

反正孩子将来是要离开映秀的，
“早点让他独立也好”。说这些话的
时候，老板正值闲暇时间，他正用
弹弓打易拉罐， 他说这是他的爱
好，他快 2 岁的儿子也在模仿他的
动作。

李女士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外
甥都在漩口中学遇难， 震后李女
士又生了一个女儿， 前年丈夫又
去世了。 李女士觉得自己一个人

儿能受更好的教育，李女士选择了
往返于故乡和外乡之间。
何艳说， 她曾把孩子从映秀
送到都江堰读书， 结果发现孩子

在地震中遇难了， 妈妈把所有的
希望都寄予在她身上， 一到周末
她就要搭车去都江堰补课， 学英
语、拉丁舞、奥数。 她妈妈希望她

秀英说她希望她的孩子们好
好学习， 以后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不过秀英说，她和其他讲解员也互
相鼓励，往好处想，“
爱国主义教育

如果开客栈就会耽误对女儿的照
看，请人来做又负担不起工资，所

根本跟不上都江堰孩子的学习，
只好又转了回来， 没想到在都江

好好学习。
而一位开麻将馆的，将自己上

基地”建设起来，映秀的游客应该
不会少。

归本源，发挥产品优势，更好地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

托管人以及其他为资产证券化业
务提供服务的机构履行职责的配

护了他的账号。 老两口平时给房
客免费提供早餐，送水果。 老奶奶

堰最后一名的孩子， 在映秀考了
个班级第五名。 何艳说，之所以那
么辛苦， 就是为了给孩子打下些
基础。

点， 短期或将影响 ABS 的市场规
模， 长期有利于资产证券化业务回

上述人士表示， 工作底稿定稿
之后即提交证监会，针对 ABS 展开

理， 最近他们和携程的协议到期
了，奶奶说，总共提交了 3 次才成

以丈夫去世后她就把客栈租给了
别人， 她则带着女儿到都江堰打
工，一个月 2000 多元工资，加上
一年客栈租金 7000 元。 去年别人

要。 从原始权益人这一核心主体入
手进行规范， 抓住了国内企业资产
证券化业务监管和风险防控的关键

第一，侧重于原始权益人在资
产证券化业务各个阶段对管理人、

求让房客
“
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老
人觉得地震时候人们帮助过映秀

同样是开客栈， 渔子溪河边
上的观堤客栈的李女士， 平时并
不怎么打理客栈， 只有在节假日
的时候，她才会回映秀。 李女士平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安全性至关重

稿还将关注其与基础资产管理相关
的业务情况以及基础资产管理服务
情况。

来这个房客和老人一家一直保持
着联系，2018 年“5·12”期间，老人

何艳说，之所以那么辛苦，就是为了给孩子打下些基础，为孩子将来走出映秀做好准备。

专业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
者，原始权益人的风险管理能力，对

证券业协会有关人士表示，正
在制定的 ABS 原始权益人检查底
稿，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老爷爷得意地说， 这些平台
的密码都是动态密码， 很好地保

在故乡和外乡之间

方面。

为检查提供参照

他们还有一台苹果笔记本电
脑，有时候要签协议，就要电脑处

“5·12”汶川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一名小朋友向遇难者同胞献花。 本报记者郭婧婷 /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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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监管“日常”化
“从 2016 年 的 5000 亿 元 ， 到
2017 年突破万亿元，ABS 的发展非
常快速，发展的同时监管和规范必

而 5 月 7 日证监会公司债券监
管部发布 《资产证券化业务日常监
管和风险处置工作规程》（证监办发

须不能缺位，要依法从严规范。 ”有
消息人士表示。
种种迹象表明，ABS 市场的监
管从严趋势明显。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债券部
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人、原始权
益人、相关中介机构及高管个人共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14 次。 具体行
政监管措施包括出具警示函、监管
谈话、责令改正等。
上述消息人士表示，证监会对

【2018】39 号），对于“日常监管”的
规定殊为详细。
对资产支持证券日常监管和风
险处置工作中对债券部、 证券交易
场所、证监局、登记结算机构、证券
业协会、 基金业协会等主要单位和
部门的职责分工做了总括性规定；
“日常监管”又细化为“监管协调和
信息共享”“
基础资产运营监管”“信
息披露监管”“交易监管”和
“风险监
测”五个方面。

于相关机构采取了多次行政监管
措施，这些监管措施将对证券中介
经营机构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一
方面会扣分，另一方面未来资金成
本也会因此增加。 ”该人士表示。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此类处
罚
“
并不非常严重，不会伤筋动骨”。
除动用行政监管措施之外，各

在今年三四月间， 证监会公司
债券监管部已开展了 4 次“公司债
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现场检查培训
会”，其中就包括对于原始权益人检
查的干部技能培训。
一位参与了原始权益人检查培
训的人士表示， 通过对业务流程、风
险控制、监管政策、检查底稿的全面

类关于 ABS 的规范性文件也次第
发出。

解读， 加强从原始权益人端促进
ABS 合规性把关。 培训的同时，也对

指导沪深交易所和报价系统起
草 《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信用风险
管理指引》《资产支持证券定期报告
内容与格式指引》， 并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公开征求意见，后续各交易
场所将统一修改完善并正式发布。

ABS 业务当中涉及原始权益人的潜
在风险进行了深度研究和信息收集。
上述消息人士表示，对于原始权
益人检查工作底稿的制定， 是 ABS
监管规范文件当中的一个部分，证监
会的检查工作将参照此底稿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