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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利润占全球三成
仍难改“低分红时代”降临
（上接第十一版）

近期，A 股 17家上市银行的三
季报已全部披露完毕，17 家上市银
行总利润合计达到了 8168 亿元。
其中四大行的利润总和达 5702 亿
元，占 17 家银行利润总和近 7 成。

相对于实体企业经营的困难，

银行业的日子显然好过得多。但今

年银行业的利润比往年则相对放

缓。楼市的不确定性带给银行的信

贷风险危机仍然存在，加之银行普

遍创新不足，持续盈利能力脆弱，

这些都对整个银行业带来潜在的

风险。

几家大型银行的利润增速也

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数据显

示，中国工商银行前三季度实现净

利润 1856.02 亿元，大约日赚 6.87
亿元。从增速来看，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及农业银行等几大行净利润

增速下降到了 20%以下。

降低分红是大势所趋

与近几年银行业利润年均

30%左右的增速比较，今年前三季
度银行业的利润增速的确有所回

落。

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

肖桦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一

方面，过多的分红会降低企业的资

金储备，“增加企业的风险”，中行

作为银行业巨头对资金要求非常

高，调低分红比例可以理解；另一

方面，中行上半年盈利较丰，缩减

分红比例有“应付”上市企业相关

规定之嫌。

有金融分析师认为，降低分

红比例是银行业的大势所趋。该分

析师认为，如果中行走出第一步，

其他银行在年末也会陆续降低分

红率。

国泰君安高级经济学家、复旦

大学经济学博士林采宜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表示，只要不打破金融

业的垄断，真正实行利率市场化，

银行的创新能力很难提高，持续盈

利能力脆弱，一方面源于其利润来

源于制度红利，垄断利差；另一方

面是一些不良资产没有真正浮出

水面，但藏于水下不会自动消失，

消化这些不良资产必然抵消部分

盈利。所以，无论是利率市场化改

革，还是消化不良资产，都会不同

程度消减银行利润。少分红是必然

的趋势。

互联网金融

本报记者 郭奎涛

第三方支付备付金
新规出台仍无时间表

利润遭遇天花板
喜之郎 3亿元挺进煤炭业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日前，央行上海总部巡视员兼金融服务一部主任孙辉透露，正式

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管理办法及其相关配套办法将陆续出台。

备付金又可理解为沉淀资金，是指客户预存或留存在支付机

构的货币资金以及由支付机构为客户代收或代付的货币资金。

然而，部分第三方支付企业在坐享备付金巨额利息的同时，还

擅自挪动备付金投资、放贷牟取利益，加之安全系统防御能力不高

和流程简化带来的安全漏洞，用户备付金失窃现象时有发生，整个

备付金管理现状仍然问题重重。

艾瑞数据显示，仅互联网支付一项，去年交易规模已经达到 2
万亿，今年则仅仅在第三季度就接近 1万亿。即使按照其中的 1%
来算，每年的沉淀资金都有数百亿。

相关规定不明晰 支付企业钻空子

虽然近来央行在各种会议上频频示意加强监管，第三方支付

企业备付金管理办法出台仍无具体日期。“不过央行的态度很明

确，既然管了就要管好，最终就是要第三方支付在备付金管理方

面，无论是制度上还是系统上，都要向商业银行看齐。”中国支付网

主编刘刚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表面上，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交易费。其实，多

数第三方支付企业都是奔着备付金来的。”刘刚告诉记者。

央行的早期文件并未对备付金利息归属作出结论，实际操作

中却一直被支付企业据为己有。去年，央行发文规定，支付企业最

高可以拿到 90%的利息，另外的利息则作为风险准备金。
央行同时规定，支付机构“应当在商业银行开立备付金专用存

款账户存放备付金”，严禁任何挪动用户备付金的行为。但是，刘刚

认为，虽然有规定不准挪用，但是怎样才算挪用规定不够明确，上千

万甚至过亿的资金“躺”在账户里，支付企业自然要变着法儿的去

用。管理细则实际就是双方的博弈，未来央行需要把细则做到最细。

据悉，央行这些管理方法都是针对已经拿到牌照的第三方支付

企业而言的，拿到牌照的支付企业已经达到了 197家，至今仍有
100多家企业在申请名单中等待。很多申请牌照无望的小公司已经
关门大吉，但是，部分没有拿到牌照的企业并没有停止运营。

安全漏洞威胁用户资金

今年 1月，一名高姓男子在获取了某支付宝账户主的身份证
号码和银行卡号后，拨打客服电话就修改了密码，并随后将对方账

户内的 26万元转走。
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支付企业为了更加方便用户，通常要

求用户绑定手机号码，并且通过手机验证就可以实现修改密码、支

付、转账等操作。这种情况下，一旦手机丢失，其在第三方支付账户

中的余额就岌岌可危。

不过，最让人担心的还是支付企业的防火墙等系统安全。今年

8月，南京某储户突然发现银行卡中的 3万多元不见了，最后被证
实，资金被以代缴的名义通过第三方支付企业上海捷银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划转到了别人的账户中。

该案实质就是捷银支付的系统受到攻击，不法分子通过在代

扣系统中非法绑定代扣服务，导致客户银行卡金额被非法转移。

近期有消息透露，央行将同时加强系统安全和业务安全，强化

客户身份的识别，规范业务合作，加强信息安全，防止支付信息和

客户隐私的泄露。

天津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记兼行长王宏：

我们的成长密码
是“金色融资”
郭晶

“天津银行始终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市民

百姓’的经营定位，近期我行还为小企业提供了‘金太阳’产品，为个

人经营者提供‘金种子’产品。”天津银行北京分行党委书记兼行长王

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据悉，天津银行北京分行五周年答

谢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等近 60家高端客户参与了此次活动，王宏同与会者一起“解
密”北京分行五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

“金色光芒”带来力量

据王宏介绍，“金太阳”小企业融资服务专案是天津银行为支持

小企业，特别推出的一系列特色融资产品，凭借量身设计的个性化

业务品种和简化便捷的审批流程，为小企业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

服务；“金种子”个人经营者融资服务专案是天津银行为支持个人经

营者创展业，全面满足广大客户的个性化融资需求。上述两种金融

服务产品，深受首都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实体经济工作者的欢迎，

在北京金融领域享有一定知名度。

信贷政策给力小微企业

王宏说，天津银行北京分行还热心服务小微企业，近年来多次

为小微企业提供多项贷款,其中累计投放 20亿元授信规模用于支持
延庆县优质涉农企业的发展。天津银行授信 50亿元支持北京西城
区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和服务业,
繁荣北京百姓业余文化生活，大力支持北京文化产业。

据王宏透露，迄今为止，天津银行在全国各地已有 5个分行，其
中，天津银行北京分行已经有 5年历史。截至目前，天津银行北京分
行的资产规模达到 270亿元，贷款余额达到 135亿元。

看好煤炭业的跨行业资本并不仅仅是喜之郎一家企业，近期，有不少和煤炭毫不挨边的企

业对煤炭业青眼有加。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为靖远煤电第七大流通股股东；中煤能源

的股东名单中出现了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也刚刚成为大

有能源的流通股股东。

分析人士指出，正是因为食品饮料行业目前面临的严峻现实，喜之郎

开始将大笔资金转向正处于回暖中的煤炭行业。 王利博制图

3亿元，是喜之郎买入神华的金
额。

一个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果冻生

产和销售企业，一个是国内规模最

大的煤炭企业。两个截然不同的行

业老大 ,因为这笔投资，站到了一起。
以 3.15亿元成为中国神华第十

大流通股股东，喜之郎此举引发诸

多关注：头顶“全球最大”盛誉的喜

之郎为何斥巨资投入持续低迷的煤

炭领域？从食品业进入并不擅长的

煤炭业，喜之郎的“中国神话”如何

演绎？

喜之郎的豪赌

近日，中国神华三季度财报显

示，广东阳江喜之郎果冻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喜之郎）以其持股比例

0.09%位居中国神华第十大流通股股
东。

阳江喜之郎正是公众熟知的

“喜之郎”果冻母公司、广东喜之郎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梁铭

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整个煤炭行业中，相较其他

企业，神华的业绩一直比较稳定，前

三季度的盈利顺利实现了同比增

长。喜之郎跨行投资煤炭，因二者并

没有合作趋势，使得这次举动更像

是单纯的长线投资，并且可以分担

喜之郎的市场风险。

大同证券研究员于宏认为，买

入神华集团，可能跟喜之郎公司领

导层投资行业或公司喜好有关，虽

然煤炭市场当下不太好，但神华集

团经营还行，可能喜之郎在赌经济

复苏。

业内人士表示，喜之郎集团旗

下一直没有上市公司，但其现金流

和盈利能力都很强，选择投资二级

市场上某些看好的上市公司股票，

也是比较正常的投资行为。

食品饮料业利润持续走低

据了解，近年来，食品饮料行业

利润持续走低，不少企业经营困难。

“就快速消费品行业而言，如果

毛利率做不到 30%以上，企业就不
可能有利润空间。不少饮料企业这

几年毛利率一直徘徊在 25%左右，
行业内做得最好的也不过 30%左
右，即便如此，也不得不从可怜的利

润里挤出资金打广告、铺市场以及

巩固渠道。”国内一家著名的食品饮

料企业北方区域营销经理张中华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对于食品饮料业利润持续走低

的原因，张中华认为主要因为竞争

激烈，且行业门槛偏低导致。“行业

未来市场容量巨大，每年均保持

12%至 15%的增速发展，进入门槛
较低，诸多行业纷纷进入，而某些国

外食品巨头如可口可乐、达能等也

在拼命扩大产能，最终的结果是市

场高度竞争，产能严重过剩。”张中

华指出，“市场竞争持续不断加剧，

各大食品饮料企业利润也被大幅压

缩。”

数据显示，食品饮料行业营业

利润和净利润近期增速下滑明显。

截至今年 10月，食品饮料行业利润
下跌已达 7.31%。

张中华表示，近两年原材料成

本、人工成本上涨也是食品饮料行

业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的重要原因，

“如我们企业，原料奶、糖都涨了

10%左右，制造成本上涨幅度一度超
过 20%。”

据记者了解，作为果冻行业的

老大，喜之郎的毛利率约为 20%，其
旗下的奶茶优乐美，由于与香飘飘

竞争激烈，其奶茶制作成本也颇高，

因此奶茶的毛利率也无法高过

30%。
张中华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分

析称，正是看到了食品饮料行业目

前面临的严峻现实，使得喜之郎开

始将大笔资金转向正处于回暖中的

煤炭行业。

对于投资神华煤炭，博鼎咨询

公司总经理、业内营销专家张健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从企业发

展的程度来看，作为一家以生产果

冻为主的企业，喜之郎已经做到业

内老大，再往下发展，便遭遇到高限

效应，即业内俗称的天花板效应。

押宝煤炭业

此次喜之郎选择的是一条截然

不同的“走出去”的道路。

据悉，目前煤价正处于逐渐走

低的大环境中，中国神华第三季度

财报还表示，其净利润约 113.7 亿
元，同比下降了 8%，业绩相较于其
他煤企稳定。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梁铭

宣认为，喜之郎投资中国神华有利

于企业长期的健康稳定发展。一方

面，中国神华是国内实力最雄厚的

煤炭企业，在煤炭行业兼并重组的

浪潮中，神华集团较易“占得先机”，

喜之郎投资神华股票是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喜之郎投资煤炭上市公

司的做法能够为其分担诸多市场风

险。

不过据记者了解，喜之郎买入

神华并非其与资本市场的“第一次

亲密接触”。

此前，喜之郎集团仅成为上市

公司十大流通股股东的投资就有 3
次，涉及煤炭、电脑及钢铁领域。

但是，此前 3次出手成交，几乎
都以亏损退出。

有分析指出，从去年 11月份开
始到现在，煤价一直在走下坡路，回

到以往的黄金年代遥遥无期，喜之

郎却再次进入此前进入过的煤炭业

很难说是否明智。

不过，看好煤炭业的跨行业资

本并不仅仅是喜之郎一家企业，近

期，有不少和煤炭业毫不挨边的企

业对煤炭青眼有加，宁波三星通讯

设备有限公司成为靖远煤电第七大

流通股股东；中煤能源的股东名单

中出现了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也

刚刚成为大有能源的流通股股东。

11月 2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致电喜之郎，希望了解具体事宜。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集团的一项

投资，其它的不便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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