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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城商行存款压力待缓释

金融科技赋能 银行加码供应链金融

本报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秦玉芳 实习记者 郝亚娟
广州 上海报道

11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
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其中提到

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

一直加大投放力度并进行产品创

下，供应链金融成为破解小微企融

对资产负债结构进行了重构，银
行生息资产规模增速趋于固化，
净息差及其走势就成为影响利

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

新，其中银行的供应链金融在缓解

资的
“杀手锏”
，
仅今年 10 月份，
就有

随着银行三季报发布落下
帷幕，A 股 10 家城商行的业绩情

逐步降低融资成本。
为缓解长期困扰中小微企业

中小企业融资难上卓有成效。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纷纷

上海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均
推出了基于各自优势的线上供应链

况也揭开面纱。数据显示，城商

息净收入的重要因素。
“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近

行净利润增速差别较大，部分银

期部分存款有回归银行的趋

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商业银行

发力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赋能

金融产品。
行净息差企稳，但也有银行仍面

势，但区域和客户局限依然是
城商行获得低成本资金沉淀的

临净息差收窄的压力。
在 采 访 中 ，业 内 人 士 告 诉

供应链金融成“香饽饽”
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预测
10 月 29 日，上海银行推出“上

16.15 万亿元 17.33 万亿元 18.18 万亿元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

行 e 链 ”在 线 供 应 链 金 融 服 务 平
台。10 月 23 日，中信银行上线全

轩认为，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除银行放贷外，其他金融机构也可

流程线上供应链金融平台创新产
品“信 e 链-应付流转融通”，借助

以加入，救助小微企业有利于构建
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激发资本市场

标准化电子付款凭证的多级流转，
向其上游 N 级供应商提供全流程、

活力，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金融
机构与小微企业做好“合作共生”，

13.37 万亿元 14.87 万亿元
11.87 万亿元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此前监管

拦路虎，城商行可能会为了吸
储而抬高利率 ，对净息差造成

一系列的整改动作后，中小银行

压力。”某城商行高管如是说。

低息负债获取难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三季报数据显示，A 股 10 家

记者，净息差是商业银行生息资

城商行的净利润增速相差较

产收益能力和风险定价能力关

2020 年

大。其中，8 家银行净利润增速

键指标，不过近年来银行业息差

数据来源：
中泰证券

呈两位数。不过，与之相反，有

普遍收窄，银行依靠利息净收入

部分银行面临净息差收窄。如
宁波银行净息差 1.90%，比去年

获取利润越来越难。
“今年下半年资金面比较宽

末下降 0.04 个百分点；贵阳银行

松，
资产收益率下降得比较多，
造

的净息差从去年同期的 2.72%，
下降 0.42 个百分点，
至 2.30%。

成净息差收窄。”石大龙告诉记
者。他补充道，随着资管新规落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石大龙告诉记者，不良高将导

地，
为代替保本理财的功能，
部分
具有衍生品交易资质的银行发行

致银行资产收益率降低，进而给

了结构性理财产品，
但这种产品的

净息差造成压力。
同时，上述城商行高管告诉

成本相对于普通存款较高，
可能会
影响净息差。

2019 年

线上化的快捷融资服务。10 月 12

是复杂形势下的应对措施之一。

日，光大银行也发布了“阳光供应
链”系列产品，实现保理、保函业务

平安金融壹账通董事长兼
CEO 叶望春指出，过去供应链金融

展供应链金融也面临诸多问题。

业上下游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

线 上 化 ，并 通 过 核 心 企 业 信 用 增

业务仅局限于特大型企业，主要是

TCL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黎健对《中

的，上游企业有核心企业应收账款，

级，向上游供应商提供供应链金融
服务。

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等规模银行
为特大企业做的金融服务，一些地

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要做供应链金

只要解决信用传导和多层穿透问题

融，
核心企业也会面临巨大的管理压

就可以了，但下游企业没有链接核

与此同时，多家金融科技公司

方大型企业没有被定义为核心企

心企业，情况更加复杂，在信用传导
上，
上下游企业相差很大。

也在借助科技优势推出独具特色的

业，其上下游企业不在供应链上。

力，
涉及到应收账款确认、
余额确定、
信息核对、审批流程等多方面，管理

线上供应链金融平台。10 月 18 日，

同时，叶望春还强调，即使是供应链

成本非常高，且操作过程中风险很

他提到，可以通过“五控”模型

上的企业，由于信用不能穿透，核心

高。
“且核心企业要做供应链金融，
还

解决下游企业融资问题，未来可以

平安壹账通在深圳推出壹企链智能
供应链金融平台，通过连接中小银

企业信用覆盖层级有限，一些供应

要求 ERP 系统与银行对接，会给企

通过建立五大数据库，通过与交通、

行、中小企业、核心企业等各参与

链上长尾的中小企业客群仍难以享

方，解决供应链上中小企业融资难、

受供应链金融服务。

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越是大型核
心企业系统对接阻力越大。
”

运输、物流、仓储等行业合作建立联
盟，实现控机构、控交易、控资金、控

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而从企业层面来看，
核心企业发

叶望春表示，产业链上核心企

中小银行面临吸储考验

货物、控单据，
解决风控难题。

负债成本高驱动转型

某城商行零售部人士补充

续，这条出路也难以为继。”上述

道，今年 4 月存款利率上限放开

城商行高管告诉记者，在利率市

后，某股份制银行管理层告诉记

场化背景下，传统储蓄业务竞争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

元融资需求得以满足，
且主要由大银

企业的授信做好了，那么核心企业

助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创新业

者，中小银行可能以更高的存款

愈发激烈，银行存款的成本越来

认为，
银行越来越热衷于供应链金融

行服务超大型核心企业的一级上游

的上游客户就可以通过做贴现从而

务模式，成为银行发力新供应链金

定价吸收存款，从而带动行业存

越高，而相较于大型银行，中小

业务，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近年来随

供应商，
而处于供应链长尾端的中小

使用核心企业的授信额度。对于下

融的趋势。

款利率上行，
或会造成息差收窄。

银行又因为实体网点较少、客户

着去杠杆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变化，

企业有近12万亿元的融资缺口。

游客户，
银行并不了解，
所以供应链

融的本质在于企业授信方式的创

“净息差水平是否会提升，
主要看存款、贷款利率上行幅度

基础较差，
揽储能力偏弱。
石大龙认为，虽然中小银行

新，传统模式是将高信用评级企业

的大小。存款端价格取决于各

调整了资产负债结构，但同业负

宁波银行相关业务人员向记者

扩大息差的高息资产，
而供应链金融

表示，宁波银行也在主推供应链金

“目前各银行之间的供应链金

和消费金融一样，
都是高息资产，
同时

融，主要结合区域特点，由各个分

融业务模式都差不多，都是联手核

的信用分享给上下游的中小企业，

家银行的客户稳定性、吸储能

债在中小银行负债结构中的占

也符合监管趋势；
二是现在资金面比

行、支行向当地客户开展供应链金

心企业做上下游供应链，不过上游

新型模式是在产业升级和技术驱动

力。”某股份制银行管理层告诉

比仍普遍比大型银行要高，他预

较紧张，
上下游供应商应收账款越来

融合作，
在具体操作上，
主要看重核

企业更多，
下游供应链形势并不好，

下的基于数据的授信模式。

记者，净息差与负债的结构及稳

测道：
“ 展望 2018 年四季度，我

越多，
企业应收账款流转需求越来越

心企业的征信情况；在核心企业的

主要是近年来受供给侧改革和去杠

定性有很大关联，体现了各家银

们认为，资产端收益率在宽信用

强，
对银行来说是很大一块市场。

选择上，
主要实行“名单制”，
一些资

杆影响，供应链上游企业是主要受

化、
小额化的特点，
每单的量都不大，

行在客户结构、业务模式、风险

政策效果下将有小幅下行，但是

信良好的企业获得名单准入，上市

益方，情况比下游企业好很多。”李

但同时都很分散，
如果进行人工审批

偏好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对城商行等中小银行而言，同业

公司尤其能获得银行较大的支持。
他还指出，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并不
想预想中的顺利，比如银行对核心

奇霖分析指出。
传统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难以
满足市场需求，
与金融科技联合，
借

不仅效率低，
而且信用风险大，
因此要

“此前，中小银行还能通过

负债成本的快速下行，有利于整

联合金融科技公司，
借助信息技术的
力量、
通过电子化手段提升质和量。

同业业务、同业存单等方式补充
负债规模，但随着‘去杠杆’持

体负债成本的改善，预计城商行
净息差有望小幅扩大。
”

目前供应链融资仍然缺口较
大。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专职副会长
马彬此前指出，
2018年全国应收账款
融资需求超过13万亿元，
仅有1万亿

金融很难惠及下游企业。

中泰证券分析指出，供应链金

银行整个负债成本很高，
更需要能够

李奇霖认为，
应收账款具有分散

汉口银行董事长陈新民：新时代呼唤科技金融
以“金融开放 金融改革 金融

行携手银行、证券、保险等 150 余家

策划、展会现场派出强大阵容，充

瞄准创新科技金融国家战略构筑
“顶

创新”为主题的第十四届北京国际

金融机构参展，充分展示了该行在

分展示了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天”
格局，
塑造邻里金融等普惠金融

金融博览会（以下简称“北京金博
会”
）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在北京展
览馆开幕，展会为期 4 天。汉口银

现代金融业发展中的创新成果。
汉口银行作为本届北京金博
会重要参展单位，展会前精心组织

发展历程中，该行通过自身创新发
展打造的武汉金融品牌。
据悉，
自 2009 年以来，
汉口银行

品牌建设
“立地”
体系，
形成了
“顶天
立地”
的特色业务发展定位，
朝着建
设最具特色银行的目标坚定前行。

探索新时期特色业务发展之路
此次展会上，汉口银行全

场，激起与会人员兴趣并受到

面展示了该行特色鲜明的发展
优势。
科技金融方面，汉口银行

好评。
普惠金融方面，汉口银行
坚持将中小企业和城市居民作

自 2009 年 先 行 先 试 探 索 科 技

为主要目标客户，大力发展民

金融创新服务，试水“股权+债

生金融、普惠金融。对小微企

权”综合金融服务，推出“投融

业金融服务实行专营。协助武

通”服务品牌，并在东湖自主创
新示范区率先设立了湖北省科

汉市政府承建“云端武汉”市民
及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助力武

技分行——光谷分行。建立科

汉智慧城市建设，着力普惠金

技金融“九项单独”配套服务机

融加快社区银行建设，打造“邻

制，创新提出“金融+”模式，率

里金融”品牌。率先在全国范

先搭建全国“1+N”一站式综合
金融服务平台，实现对科创企

围内设立了“体验式银行”，推
出了“电视家居银行”
“ 银医通”

“科技+金融”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在当日举行的 2018 中国金融

九年来，该行累计投入 1600 多

年度论坛之中国商业银行创新发展

亿元，服务了 2500 多家科技企业，

峰会上，汉口银行董事长陈新民发
表了题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需要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部分企业科研
成果转化的产品填补了多项国内乃

科技金融》的主旨演讲，和与会嘉宾

至全球空白，已经成为了响当当的

学者共同探讨国内科技金融发展的

“国之重器”。

现状与未来，
引起与会人员共鸣。

三是深化金融改革需要科技金

陈新民指出，汉口银行作为国
内最早探索科技金融业务的银行之

融。国家对新时代金融工作总的要
求是：
“服务实体、防控风险、深化改

一，已经在发展思路、体制机制、产

革”。当前，就国内企业融资结构

品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优势，获

看，间接融资仍居主流，直接融资一

得各界高度认同，并取得了较好的

直是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短板。汉

业“融资+融智”的综合服务。 “36588 服务（一年 365 天从早 8

社会效应，对科技金融谈及了三点
认识：
一是高质量发展需要科技金
融。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指出，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

口银行立志在中国金融改革进程
中，探索资本和货币两个市场有效
对接服务科技企业发展的路子，从
九年的创新探索，再次验证了
2013 年 6 月国家领导人在汉口银行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企业负责人
说，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企
业的“命门”所在，是国之重器，必须

行+”多渠道合作理念，通过银行整

行将视为科技金融是践行五大发展

话：
“ 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是现代经

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合各类科技金融服务渠道，实现“资

理念最好的行动。为此，汉口银行
明确提出打造“中国硅谷银行”，率

济中最活跃、最革命的事件，是出

先在全国范围内创新搭建“1+N”一

企业是代工和初级加工，科技成果
转化率只有 10%～20%左右，远远低

站式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创立了科

里需要科技金融。今年 4 月，国家

于发达国家 40%～60%的水平。科

源共享、产品共创、风险共控、联合
共赢”，同时加强在投资和顾问服务

技创新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需要

与风投机构合作，累计为上百家科

条流水线作业，全力推动科技金融

球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大

巨大的资金投入。汉口银行以国家

技型中小企业服务、推介和引入股

成为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

坝和听到武汉烽火科技负责人介

战略为担当，
探索创新
“融资+融智”

权资金近 100 亿元，极大支持了区

益探索。

绍，我国光通信领域的研发和生产

的模式服务科技企业的成果转化。

域科创企业成长发展。

资本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享有投

性总分支的模式，
或者科技资源集聚

建“互联网+政务+金融+大数据”的

技金融发展还存在的资源“错配”、

资收益，专项用于支持科技中小企

区域设立区域性独立法人模式，
监管

综合平台，
在加强金融服务科技企业

服务“错位”、体系“错层”等问题，
提

业成长发展。监管机构对于基金支

标准有别于目前已有的银行科技分

能力的同时，
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出了几点建议：

持的相关企业给予登陆资本市场、

支行，
准入
“债权+股权”
的服务职能。

科技金融实践探索与发展建议

并购重组等政策支持。

均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和经营
效益。同时，依托于成熟先进

目前，汉口银行服务科技类客

的科技支撑，汉口银行致力于

户超 2500 户，累放科技金融贷

做互联网金融领先银行，先后

款 超 1600 亿 元 。 科 技 金 融 贷

推出了全国领先的养老金年

款余额始终居湖北省金融机构
前列。

审、公积金提现、社保公积金推
送等产品。推出手机银行交通

在本次北京金博会上，汉

卡充值项目，惠及 1200 万“武汉

口银行也将该行扶持的科技型

通”持卡人。上线直销银行，创

企业代表——武汉

新推出汉众市民贷，探索互联

泓万方堂

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传神

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线上模式，

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快推进科技优势与金融资源

的部分研发产品带到了展会现

的融合。

形式，着力助力企业股权融资，通过

领导人到湖北调研考察，当看到全

一是设立全国性的科技中小企

卡”
“ 工会会员卡”等特色服务，

格，在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发展
史上铭刻下属于自己的篇章。

领域的探索，以“投贷联盟”的组织

技金融发展的“九项单独”机制和四

会上，陈新民针对当前国内科

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银行资

沿着这个思路，该行提出以“银

调研科技金融时曾强调的那一句

路、是方向。
”
二是国之重器要掌握在自己手

点服务到晚 8 点）”
“ 新型社保

而颠覆传统银行业同质化竞争。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汉口银

但目前的现实是，我国 80%的

2016 年汉口银行获得全国首批

陈新民最后指出，发展科技金

三是打造多层次科技金融生态

融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是汉口银

业发展基金。基金按照市场化运作

二是建设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科

圈。发挥政府
“有形之手”
与市场
“无

行的坚定抉择。汉口银行将以“思

管理，由国内外知名的投资机构作

技银行。借鉴美国硅谷银行模式，
统

形之手”
的作用，
构建由政府牵头，
企

想为您服务”的核心价值理念，
努力

为管理人，国家及各级政府财政资

筹建设投贷结合的新型商业银行，
定

业、银行、保险、投资机构、中介服务

开创“西有硅谷、东有光谷”的科技

金、金融机构自有资金及各类社会

位于专司服务科技企业，
可以是全国

等参与的多层次科技金融生态圈，
搭

金融全球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