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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文娟

9月27日，中原证券发布公告称，中国证监会同
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40亿
元次级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据公司此前披露的募
集说明书显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偿还到期债务。

中原证券表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将进一步优
化公司负债结构和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满
足公司不断增长的营运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
同时，在保持合理资产负债率水平的情况下，提高财
务杠杆比率，从而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本次次级公司债券，今年以
来，中原证券多个发债事项取得重要进展。2022年3
月8日，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成功发行，规模为20亿元。3月16日，公
司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中州国际，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成功发行2022年全国第一笔A+H上市省级券商美
元债，募集资金1亿美元。9月14日，上交所公司债券
项目信息平台显示，公司拟发行50亿元小公募债获
受理。

“充裕的资本可以为证券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动
力。随着一系列的募资事项展开,中原证券的资金和
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各项主营业务的竞争力
将得到增强。”公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曹
炎炎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Choice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券商发债累计达
8774.18亿元。分季度来看，一季度、二季度和三季度以
来，券商通过发行公司债(包含次级债)、短期融资券已累
计募资分别为2938.25亿元、2240.4亿元、3595.53亿元。

券商还通过配股、定增、可转债等多种方式再融
资。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年内已有3家券
商实施配股，有2家券商实施定增和完成可转债发
行，实际募资总额高达805.15亿元。此外，另有3家券
商合计295亿元的再融资方案目前正在推进。

“从上述各券商通过各种形式募集的资金性质
看，次级债尤其是长期次级债发行扩容明显。”深圳
方战略产业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方中伟表示，相比
于其他债券品种，长期次级债可按一定比例计入净
资本，券商可通过公开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进一步
发展公司自营、两融等重资本业务，有助于增强券商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中原证券将发行40亿元次级债
有助于优化财务结构

本报记者 杨 洁

首家国有大行落地标准化绿色担保产品。中国
邮储银行9月26日发布消息称，近日该行接入中央结
算公司推出的全国首个标准化绿色担保品池，成功
落地全行首笔绿色债券质押式同业存款业务。

邮储银行表示，此次成功应用绿色债券担保品
池，一方面帮助了中小金融机构降低融资成本，盘活
其持有的绿色债券，并引导其配置更多的绿色债券
产品，有效降低绿色债券的发行成本，为实体经济绿
色发展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
行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发挥国有大行在绿色金融领
域的示范和辐射作用，积极助推行业绿色转型。

绿色债券作为担保品，起源于2018年人民银行将
优质绿色债券纳入中期借贷便利（MLF）合格抵押品范
围。今年6月份，中央结算公司依托集中托管优势和绿
色债券担保品管理经验，将零散的绿色债券整合形成
近5000亿元资产规模的绿色担保品池，并面向全市场
推出。目前，通过绿色担保品池，市场机构可以直接使
用托管在中央结算公司的绿色债券作为担保品。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结算公司绿色担保品池的推出
及应用具有三方面意义：一是化零为整，依托中央结算
公司的集中托管优势，将市面上的绿色债券整合；二是
市场机构可以直接使用其托管的绿色债券作为担保
品，方便进行融资业务；三是拓宽绿色债券的用途，改
善其流动性，从而助力绿色债券市场扩容。

中央结算公司绿色担保品管理产品自推出以
来，在全市场范围内得到深入应用。截至目前，申请
开通绿色债券担保品产品的机构达78家，其中多家
机构顺利实现业务落地。除国有大行外，还有其他
类型银行也有相关业务落地。例如，7月份，浙商银
行贯彻落实“双碳”战略，在中央结算公司的指导下，
成功开展市场首批绿色债券同业担保品业务。

浙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通过在同业业务中引入绿色债券担保品，实现了浙
商银行同业合格担保品的扩容，盘活了客户存量绿
色债券。同时，通过担保品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增强
普惠金融直达实体经济的服务能级。

明明认为，在同业业务中引入绿色债券担保品，
起到了“传统业务创新做”的效果，丰富了银行同业
之间的绿色金融合作模式。对商业银行而言，这项
创新模式盘活了存量的绿色金融资产，使得同业融
资效率得到提升。对绿色发行人而言，其发行的绿
色债券也将获得更强的吸引力，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双碳”目标实现。

据悉，今年以来，随着多项支持政策陆续落地，
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快速发展，相关品种不断丰富。
上半年，绿色债券整体发行规模达到4100.69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67.21%；绿色债券占债券总发行规模
的比重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65个百分点，达到3.87%。

中央结算公司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国家重要
金融基础设施职责定位，不断优化绿色债券担保品
管理服务，丰富产品谱系，打造绿色债券担保品应用

“朋友圈”，助力绿色金融市场蓬勃发展。

多家银行
落地绿色债券担保品池
此举有利于提升同业融资效率

本报记者 苏向杲 杨 洁

9月27日，银保监会召开“银
行业保险业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河北银保监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文刚，内蒙古银保监局党委
书记、局长俞林，浙江银保监局党
委书记、局长包祖明，山东银保监
局党委书记、局长邢桂君分别介绍
四地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发展情况
和监管成效举措。

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实现跃升

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为
服务实体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十年来，河北银保监局全面推
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王
文刚介绍，河北银行业资产规模是
十年前的2.8倍，贷款余额增长2.5
倍；保险业资产规模是十年前的3.2
倍，保障金额增长9.4倍，保险深度
由2.9%上升至4.9%，保险密度由
1051元/人上升至2678元/人。

俞林提到，十年来，内蒙古银行
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了2.3倍，

年均增速9.1%；各项存款增长了2.2
倍，年均增速 8.5%；保险深度由
1.55%上升到3.15%；保险密度由人
均995元上升到人均2686元。地方
中小法人机构的资本规模增加了
510多亿元，拨备增加近300亿元。

“十年来，我们紧紧围绕经济社
会发展，找准金融服务重点，金融服
务质效实现了重大跃升。”包祖明表
示，浙江银行业各项贷款余额突破
18万亿元大关、年均增长超12%；保
险深度从2.72%上升到4.05%，保险
密度从每人1610元上升到4547元。

邢桂君表示，十年来，山东辖
区存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0.7%
和11.3%，总量分别达到11.6万亿元
和9.4万亿元；保险密度从1100元/
人提高至3080元/人，保险深度从
2.3%提高到4.1%，保险公司累计赔
付6698.8亿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这
十年，河北银保监局增强使命担
当，高质量服务河北经济发展。一
是全面提升动能转换服务质效。
十年来，制造业贷款翻了一番，服
务业贷款年均增长13%。二是全面

提升脱贫攻坚服务质效。十年来
涉农贷款持续增长，余额超过2万
亿元，农险保障金额增长4.5倍。三
是全面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2018至2021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年均增长20%，今年前8个月平均
利率比2019年下降24%。

十年来，内蒙古银保监局推进
能源金融发展，聚力端好“能源饭
碗”。截至今年6月末，全区传统能
源行业贷款3380亿元，十年增长了
1.54倍。在新能源行业投入了近
800亿元，为传统能源的清洁改造
提供了近400亿元的贷款。全区涉
农贷款由十年前的3967亿元增加
到现在的8840亿元。十年来，银行
业绿色融资从十年前的1196亿元
增至3254亿元。

十年来，浙江银保监局深入实
施融资畅通工程，首创“农户家庭资
产负债表融资”“无还本续贷”“中期
流贷”等金融服务模式，小微、民营、
涉农、制造业等贷款余额持续保持
全国第一，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持续
下降。转贷效率大幅提升，无还本
续贷余额超7500亿元，为全国第一。

“十年来，金融服务纵深推进，
助力山东高质量发展积厚成势。”
邢桂君表示，十年间，辖区的基础
设施贷款、中长期贷款分别增加1.1
万亿元、4.2万亿元，增幅达到232%
和303%，现代海洋产业投融资余额
1036.4亿元，制造业贷款余额1.6万
亿元，沿黄9市贷款余额5.7万亿
元。小微企业贷款、普惠型涉农贷
款 年 均 增 速 分 别 达 到 36.8% 和
19.8%，分别高于各项贷款增速的
26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

强监督促进严监管
金融风险持续收敛

这十年，四地加强监管，银行
业保险业风险抵御能力持续增强。

这十年，河北银保监局坚持“两
个责任”同向发力，以强监督促进严
监管，履职尽责的质效显著提升。
王文刚表示，一是重点强化法人监
管，近十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5600
亿元。二是重点强化回归本源，积
极传导专注主业、审慎经营理念，重
拳整治票据、同业、理财及人身险市
场乱象。三是重点强化监管姓监，

十年来全辖累计处罚机构595家次，
处罚责任人员815人次。

俞林介绍，十年来，内蒙古银
保监局共处置不良贷款4000多亿
元，不良贷款率大幅下降，风险抵
御能力显著增强，高质量发展势头
渐入佳境。

“这十年，是浙江前瞻性加强
风险监管，有力防范化解各类金融
风险的十年。”包祖明说，十年来，
浙江银保监局累计处置不良贷款
1.46万亿元，不良率降至0.67%。累
计处罚机构1214家次，处罚责任人
员655人次。

“十年来，金融风险持续收敛，行
业稳健发展基础不断夯实。”邢桂君
表示，山东银保监局累计处置不良贷
款1.4万亿元，超过全国处置总量的
8%，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分别
较十年内高点减少1211.5亿元、下降
2.6个百分点。积极引导回归本源，
深入开展市场乱象整治和内控合规
建设，压缩城商行表内外间接投资
819亿元，压降信托公司融资类信托
210亿元，车险综合费用率降至21%、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8个百分点，人
身险公司退保率下降至2.1%。

冀浙鲁内蒙古“银行业保险业这十年”：

四地金融服务质效实现重大跃升
支持制造业转型提升农业保障是亮点

本报记者 冷翠华

9月26日，银保监会披露今年
前8个月财险公司经营情况。相关
数据折射了车险综合改革两年来
的变化情况。

2020年9月19日，车险综合改革
正式实施。改革落地前后的相关数
据显示，两年来，车主保障水平明显
提高，大部分车主保费支出有所下
降。从车险经营来看，在综合成本
中，赔付率明显上升，费用率明显下
降；从市场竞争来看，价格竞争为主
正转向定价和服务竞争为主。

让利于民效果显著

在“降价、增保、提质”目标下，车
险综改落地首年行业车险保费下滑
近10%；自车险综改落地第二年起，
车险保费再次进入同比上涨通道。

以车险综改落地为界线，3组数
据可以很好体现车险综改的影响。
2020年前8个月（车险综改实施前），
行业车险保费收入5463亿元，保单
件数33964万件，保险金额约182万
亿元；2021年前8个月（车险综改落
地首年），行业车险保费收入4950亿
元，保单件数35790万件，保险金额
约303.7万亿元；2022年前8个月（车
险综改落地近两年），行业车险保费
收入5284亿元，保单件数37705万
件，保险金额约415.7万亿元。

由此可见，2021年前8个月，车
险保费收入同比下降9.4%，保单
件 数 增 长 5.4%，保 险 金 额 增 长
66.7%。今年前8个月，车险保费
同比增长6.7%，但仍然不及综改
前同期车险保费，而从保单件数来

看，今年前8个月比2020年同期增
加11%，保额增幅则高达128%。

“车险综合改革后，保障额度
大幅提升，保单数量也上升，今年
前8个月车险保费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长，但不及2020年同期，这说明
改革后车均保费明显下降，改革让
利于民效果显著。”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编制的
2022年一季度保险市场观察报告
也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消费者的
车均保费为2808元，较车险综改前
下降689元，降幅达20%，约89%的
消费者保费支出下降。同时，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车
险综合费用率为27.5%，同比下降
10个百分点。

从险企经营的角度看，长安保
险车险部副总经理白魁耀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车险综合改革后的
主要变化之一是车险业务的成本结
构发生了变化，车险综合赔付率大
幅上升，而综合费用率明显下降。
今年上半年，综合成本率较优，但考
虑到今年上半年疫情反复导致车辆
使用率相对较低的因素，实际综合
成本率基本与综改前持平。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若非上半
年车辆出行减少，险企2022年车险
业务将面临很大挑战，行业车险业
务综合成本率超100%的概率较大。

中小险企压力加大

车险综改在让利于民、提质增
效的同时，也对险企经营提出了更
高要求。如何进一步提升定价能

力、服务能力，都是险企需要回答
的问题，尤其对中小险企而言，面
临的挑战更大。

“车险综合改革对财产险行业
的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华泰证
券研究员李健表示，综改后，车险费
用收缩，经营效率提升，竞争更依赖
风险定价、服务网络、品牌效应和规
模经济。而在费用激励削减的情况
下，客户更关注品牌和服务。在这
几方面，头部险企更有优势，预计其
市场份额将进一步上升。

从业务品质上看，大型险企明
显优于中小险企。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人保财险持续推进降本增
效，机动车辆险费用率25.7%，同
比下降0.7个百分点；太保产险车

险业务综合费用率为26.3%，同比
持平。两家公司的综合费用率均
低于行业平均费用率。同时，上半
年，人保财险车险综合成本率
95.4%，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太
保产险上半年车险综合成本率下
降2.4个百分点至96.6%。

中国人保副总裁兼人保财险总
裁于泽表示，上半年车险的盈利状
况较好，下半年预计虽然有类似像
台风这样的不确定因素，但公司结
合赔付成本的管控，会确保车险的
赔付率处于合理区间，公司车险业
务的赔付率预计保持平稳，同时整
个车险业务的盈利保持平稳，且会
优于行业，与年初的预期基本一致。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近日发布的《中国保险业风险
评估报告2022》也指出，车险方面，
多数中小险企品质管控能力欠缺，
固定成本难以摊薄，最终导致其综
合赔付率、综合费用率都明显高于
大型公司，承保亏损严重。

在白魁耀看来，随着车险综合改
革的深入推进，当前车险业务竞争
的本质从原来的价格竞争转向了风
险管理与服务的竞争，较综改前竞
争压力更大、对车险经营主体的要
求更高。“特别是由于自主定价浮动
区间扩大，对险企在定价和保险科
技应用方面的要求较改革前大幅提
高，险企压力明显增加，定价能力和
保险科技应用能力也成为各车险经
营主体的核心竞争力。”

车险综合改革两周年：
保费收入增幅放缓 保额大涨超128%

本报记者 王 宁

美联储再次加息背景下，避
险需求对国际金价的提振较为有
限，在海外市场利率抬升和美元
上涨打压下，金价已跌至两年来
新低。9月27日亚洲时段，截至记
者 发 稿 ，纽 约 商 业 交 易 所（CO⁃
MEX）黄金主力12月合约仍维持
在1640美元/盎司一线震荡，整体
保持低位盘整。

受访专家表示，近日美联储
加息举措仍较为坚定，这将进一
步推动海外市场主要经济体利率
抬升；同时，美联储紧缩政策强烈
支撑美元上涨，国际金价在利空
基本面打压下持续走低。短期来
看，黄金仍将处于震荡筑底阶段，
对投资者来说，还要继续承受价
格剧烈波动风险，应谨慎控制仓

位，适合轻仓布局。

距1600美元支撑位一步之遥

9月27日亚洲时段，COMEX黄
金主力12月合约跌至1627.7美元/盎
司，这也是自2020年5月份以来的最
低水平，距离1600美元/盎司支撑位
仅一步之遥。事实上，本轮国际金
价下跌模式始于今年一季度末，自3
月中旬创出2091.4美元/盎司阶段性
新高后，便整体呈现回调之势。

“国际金价受到了美债利率抬升
和美元上涨的双重打压。”东证衍生品
研究院贵金属资深分析师徐颖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一季度以来国际金
价持续呈现回吐涨幅态势，与之相对
应的是美元指数突破110点高位，而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3.5%以上。

据徐颖介绍，国际金价下探一方

面是美联储在3月份开启激进加息模
式，截至目前，美联储已在6月份、7月
份和9月份连续三次加息75个基点，
美联储的紧缩政策给予美元强势支
撑；另一方面是地缘政治风险持续，
欧洲主要经济体深陷能源困局，能源
价格上涨导致欧洲经济陷入滞胀。

投资需求下降也是国际金价持
续回调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分析人
士表示，从需求来看，二季度处于实
物黄金的传统淡季，随着美元指数
和美债收益率的双双反弹，机构抛
售包括黄金等在内的贵金属。二季
度以来，机构对黄金ETF和白银ETF
持仓均出现明显减仓迹象。

中银期货策略交易部总经理
游克友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美
联储持续加息使美元指数创出10
年来新高，这削弱了黄金的吸引
力。同时，当前全球最大的黄金交

易基金SPDR Gold Trust持仓量降
至950.13吨，多重压力使得金价连
续下挫，整体走势较为疲软。

短期金价难言乐观

当前，国际金价低位运行。在
多位分析人士看来，美联储紧缩政
策、地缘政治风险和消费拉动是影
响国际金价的主要因素。

“避险情绪不容忽视，避险需求
仍是支撑黄金价格的重要因素。”金
信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王志萍表示，
海外主要经济体衰退和地缘政治
风险等不确定性带动市场避险情
绪升温，但美元持续走高、美债收
益率上行则对金价构成利空。

“虽然避险情绪在助推金价走
势，但美联储加息不会停止，这对
金价的压制是中长期的，黄金承压

明显，难以出现强势反弹行情。”游
克友表示，在预期金价处于下跌周
期中，建议投资者以空头思路为
主，操作中可轻仓参与。

王志萍认为，美联储加息落地
后美元指数涨幅也将有限，金价下
行压力或有所减缓。但中长期来
看，美国通胀明显回落前，美联储
仍将处于快速加息周期，且加息节
奏快于其他国家，美元相对强势仍
将持续，强势美元对黄金价格仍有
压制作用。“对于投资者或涉金企
业来说，建议在出现明显下行趋势
中，利用衍生品来控制风险。”

展望后市，徐颖表示，进入四
季度，强势美元周期难言快速结
束，市场风险偏好持续被打压，对
投资者来说要继续承受黄金价格
剧烈波动风险，需谨慎控制仓位，
适合轻仓布局。

国际金价跌至两年来低点 短期难言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