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应链金融成新风口（主）

新零售企业争相布局

本报记者 陈莹莹

近年来，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零售电商巨头开始向线下渗透，希望将已有的供应链、物流、技术和金融优势复制到线下终端。 在这一背景下，线上线下能力相互渗透，也给供应链金融带来无限想象空间。

分析人士称，供应链金融已成资本市场新风口，就开展供应链金融的收益而言，高周转行业如零售、快消等收益将十分明显。

市场潜力惊人

Demica数据预计，2020年，我国供应链金融的市场规模近15万亿元，存量市场空间惊人。 欧盟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是在金融体系发展相对成熟的欧盟国家，供应链金融业务的空间也十分巨大。 2012-2016年的复合增速在30%-40%之间，同时报告指出最能衍生出供应链金融业务的行业分别是零售、制造、快消品、汽车等行业。

业内人士认为，供应链金融正迅速从2 .0向3 .0迈进，未来将随着工业一起升级到 4 .0。

普华永道思略特咨询大中华区合伙人方方认为，供应链金融3 .0时代是以平台化为显著特征，银行、供应链参与者以及平台的构建者以互联网技术深度介入。 比如打造云平台，通过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三维数据风控建模来构建综合化的大服务平台。 产业互联网的浪潮为供应链金融开创新模式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供应链金融开始走向智慧化 4 .0时代，业务模式趋向去中心、实时、定制、小额 ，产品则以数据质押为主，借助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现供应链和营销链全程信息的集成和共享，同时提升服务能力和效率 。

新零售企业的“标配”

据了解，目前几乎所有大型零售企业都在尝试或者开展供应链金融，尤其是年销售额超过 100亿的零售企业基本都是以“产业银行” 的愿景在布局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 保理公司、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甚至银行等等均有涉足。

阿里巴巴是国内市场份额最大的电商平台，较早进入供应链金融领域。 现如今，阿里小贷依托阿里电商平台积累的客户数据库以及云计算技术，主要提供两种供应链金融产品：一种主要为淘宝和天猫平台商户提供的融资服务，包括订单贷款和信用贷款，资金来源于阿里的自有资金；另一种是针对阿里巴巴B2B电商提供的融资服务，以银行资金为主的联保贷款。

分析人士认为，阿里、京东等大型电商公司均在不断构建整个业务体系的闭环，包括交易、支付、物流、互联网技术、金融服务等整个生态圈，掌控了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 这样既加强了风险控制，也让业务更加灵活，提高了供应链上下游对于公司的粘性。

同样在积极布局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供销大集，希望可以凭借供应链金融的产业协同效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围制胜 。 供销大集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控制商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后台供应链，是零售企业转型的核心 。 ” 供销大集将深化“铺、网、集 、链、投” 的业务布局，促进各项业务发展壮大，提升市场份额 。

根据供销大集的中报，供销大集为加强供应链金融体系建设 ,今年以来已通过供应链理财线上平台发布多款理财产品 ,并针对供销大集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设计相关金融信贷产品 ,为上下游生产商、代理商和酷铺加盟商等提供方便快 捷、成本低廉的金融服务，打造供销大集客户 、业务、金融资源等一体化协同优势。 同时 ,深化与银行、基金公司合作 ,搭建供销大集资金池 ，开展基金融资业务。 此外 ，还将积极申请保理业务、基金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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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力惊人

Demica数据预计，2020年，我国供应链

金融的市场规模近15万亿元，存量市场空间

惊人。 欧盟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

是在金融体系发展相对成熟的欧盟国家，供

应链金融业务的空间也十分巨大。 2012年

-2016年的复合增速在30%-40%之间，同

时报告指出最能衍生出供应链金融业务的

行业分别是零售、制造、快消品、汽车等行

业。

业内人士认为， 供应链金融正迅速从

2.0向3.0迈进， 未来将随着工业一起升级

到4.0。

普华永道思略特咨询大中华区合伙人

方方认为， 供应链金融3.0时代是以平台化

为显著特征，银行、供应链参与者以及平台

的构建者以互联网技术深度介入。比如打造

云平台，通过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三维数据

风控建模来构建综合化的大服务平台。产业

互联网的浪潮为供应链金融开创新模式提

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供应链金融开始走向

智慧化4.0时代， 业务模式趋向去中心、实

时、定制、小额，产品则以数据质押为主，借

助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

术，实现供应链和营销链全程信息的集成和

共享，同时提升服务能力和效率。

新零售企业的“标配”

据了解，目前几乎所有大型零售企业都

在尝试或者开展供应链金融，尤其是年销售

额超过100亿的零售企业基本都是以“产业

银行” 的愿景在布局供应链金融、 消费金

融。保理公司、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甚至

银行等等均有涉足。

阿里巴巴是国内市场份额最大的电商

平台，较早进入供应链金融领域。现如今，阿

里小贷依托阿里电商平台积累的客户数据

库以及云计算技术，主要提供两种供应链金

融产品：一种主要为淘宝和天猫平台商户提

供的融资服务， 包括订单贷款和信用贷款，

资金来源于阿里的自有资金；另一种是针对

阿里巴巴B2B电商提供的融资服务，以银行

资金为主的联保贷款。

分析人士认为，阿里、京东等大型电商

公司均在不断构建整个业务体系的闭环，

包括交易、支付、物流、互联网技术、金融服

务等整个生态圈，掌控了信息流、物流和资

金流。 这样既加强了风险控制，也让业务更

加灵活， 提高了供应链上下游对于公司的

黏性。

同样在积极布局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供

销大集，希望可以凭借供应链金融的产业协

同效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围制胜。 供

销大集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控制商

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后台供应链，是

零售企业转型的核心。 ” 供销大集将深化

“铺、网、集、链、投” 的业务布局，促进各项

业务发展壮大，提升市场份额。

根据供销大集的中报，供销大集为加强

供应链金融体系建设,今年以来已通过供应

链理财线上平台发布多款理财产品,并针对

供销大集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设计相关金

融信贷产品,为上下游生产商、代理商和酷

铺加盟商等提供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金融

服务，打造供销大集客户、业务、金融资源等

一体化协同优势。同时,深化与银行、基金公

司合作,搭建供销大集资金池，开展基金融

资业务。此外，还将积极申请保理业务、基金

业务等。

八月上市券商净利环比增3%

三季度业绩有望整体提升

□本报记者 徐昭

29家上市券商日前发布8月财务数据， 合计营业

收入162.92亿元，环比-0.1%，合计净利润65.14亿元，

环比+3%。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券商业绩随资本市场行

情回暖， 市场成交量能放大且边际改善效应明显，部

分券商业绩超预期，改善了市场此前对券商股的悲观

情绪，后市有望在周期行情的催动下走出一波强于市

场的行情。

业绩分化持续

29家上市券商发布2017年8月财务数据显示，合

并口径 (以下同)� 合计营业收入162.92亿元，环比-0.

1%，同比-8.8%(剔除华创、浙商无同比数据，华鑫无同

环比数据，下同)；合计净利润65.14亿元，环比+3%，同

比-9.9%；合计母公司净资产1.21万亿元，环比+1.5%，

同比+12.9%。

华泰证券分析师沈娟认为，行业竞争愈加激烈，

大券商中海通、招商、中信、广发、国君净利润率保持

较高水平， 分别为57%、47%、44%、43%和40%；中

小型券商中东兴和国元净利润率均达到49%，8月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0.45%，环比-4bp，国信、安信、国

元、招商ROE分别0.83%、0.77%、0.76%和0.73%，行

业领先。

业绩方面，上市券商2017年中期业绩公布完毕，合

计实现营业收入1211.36亿元， 同比-0.25%， 净利润

415.85亿元，同比-7.91%，根据证券业协会此前披露，

行业129家证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36.96亿元，同

比-8.52%，净利润552.58亿元，同比-11.55%，上市券

商业绩整体优于行业，且二季度21家券商获证金增持，

有效提振信心，招商、广发、华泰、东方等龙头业绩良

好，巩固对板块的信心，有望催化估值修复。

从市场角度来看，交易活跃度持续回升，风险偏好

有望改善。 同时，大券商分类评级提升。 8月14日结果

公布，8家AA级券商中，国泰君安、申万宏源、招商证券

蝉联，银河证券、华泰证券、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广发

证券回升，在风控、净资本、业绩三足支撑体系下，大券

商有望强者恒强。

中泰证券分析师戴志锋认为，9月季末业绩释放预

期下，三季度业绩有望整体呈现提升。市场方面交易活

跃度持续提升，两融攀升至9400亿元创年度新高，IPO

继续常态化发展，再融资、债券承销有所回升，市场行

情持续之下，证金二季度大面积增持券商板块，有利于

催化整体估值修复。

看好低估值高弹性券商

戴志锋认为，市场回暖，交易活跃度上升，二季度

证金增持提振信心， 券商业绩弹性增强有望催化估值

修复。其中龙头大券商上半年自营业绩亮眼，弹性有所

增强，同时多元化发展兼具业绩稳定性，可攻可守估值

有望加速修复。

“相较其他金融行业标的， 券商存在较大补涨空

间。目前大券商估值平均1.69倍。市场环境改善提振投

资者情绪，有望催化估值加速修复。 ” 戴志锋表示，尤

其看好资本实力雄厚、投行项目储备丰富、业务落地稳

健的大券商，同时关注投资能力突出，自营及主动资管

高弹性、机制灵活的中小券商。

西南证券分析师郎达群认为， 券商板块作为当前

金融板块当中相对的高弹性、低估值品种，目前券商股

业绩随资本市场行情回暖， 市场成交量能放大而边际

改善效应明显，部分券商中报业绩超预期，改善了市场

此前对券商股的悲观情绪， 后市有望在周期行情的催

动下走出一波强于市场的行情。

郎达群表示，在行业保持监管定力的背景下，后期

龙头券商将凭借较低的融资成本和丰富的项目储备在

市场竞争格局中牢牢占据优势地位， 基本面改善空间

相对较大；中小券商由于业务侧重各有不同，业绩分化

料将进一步拉大。 因此，在当前时点，相对看好经营稳

健的行业龙头券商和业绩改善明显的弹性券商。

“市场回暖+政策改善助力券商业绩提振，行业边

际改善效应持续显现。 ” 沈娟认为，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重点强调直接融资的重要性， 预计未来几年直接融资

市场将大发展，进而撬动股权投资发展。 同时，2017年

券商股估值处于较低水平，当前大券商PB水平1.5-1.8

倍左右，PE17-20倍，优质券商股性价比高，安全性强。

行业处于长期制度利好与短期市场回暖状态， 行业边

际改善效应逐渐显现， 行业加速分化， 看好资本实力

强、风控控制突出的优秀券商。

新业务价值显著增加

上市险企盈利改善

□本报记者 程竹

2017年上半年上市险企中报业绩靓

丽，在保费收入高增长的同时，盈利状况

明显改善。 上半年国寿、平安、太保和新

华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7.8%、6.5%、

6.0%和-2.9%。

业内人士认为， 上市险企净利润高

增长主要得益于： 一是把握利率上行机

遇，总投资收益快速增长；二是坚持业务

转型，新业务价值增速明显。在基本面强

劲改善的情况下， 保险股长期投资价值

可期。

新业务价值显著增加

四大上市险企中报业绩显示，2017

上半年保险企业业绩最大亮点是新业务

价值显著增加，中国平安、新华保险、中

国人寿、 中国太保的业绩增速分别为

46%、29%、32%和59%。

广发证券分析师陈福认为，考虑年

初以来监管对于快返、理财产品的限制

和清理，上半年新业务价值增速反映出

行业回归保障后市场需求仍然旺盛。 从

净利润表现来看，中国平安上半年净利

润同比增长6.5%，不考虑去年同期普惠

影响，扣非后同比增长38.8%，领先行业

水平；中国人寿和中国太保保持持续增

长态势；新华保险由于业务结构调整净

利润出现负增长。 内含价值方面，中国

平安较年初增长15.9%、 其中寿险及健

康险增长23.9%， 另外三家也保持增长

态势。

随着保障业务占比提升， 上半年国

内险企新业务价值率总体快速提升，平

安、太保、新华、人寿（个险渠道）的新业

务价值率分别为34.4%、40.6%、39.7%

（2015年仅为15%）和44.2%。

新业务价值率持续提升， 一方面是

因为趸交业务占比快速下降。陈福认为，

上半年新华保险转型力度最为坚定，趸

交业务占首年保费比例由2015年最高时

31%降至如今的2%，中国平安、中国太

保的个险新单中趸交保费占比也呈下降

趋势， 其中太保趸交新单自2015年以来

未超过1.3%。另一方面，偏保障型产品正

成为各家公司的主力险种。

总投资收益稳步提升

从四大上市险企中报业绩来看，上

半年， 四大上市险企的非标资产占比稳

步提升，总投资收益稳步提升。 国寿、平

安、 太保和新华的净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4.62%、5.0%、5.1%和4.9%；国寿、平安、

太保和新华的总投资收益分别同比为

+11.5%、+55.3%、14.4%和-1.7%，

业内人士认为， 四大险企总投资收

益稳步提升主要受国内资本市场回暖影

响，股票基金买卖差价亏损减少，上市险

企在把握A股结构性牛市的同时， 抓住

了港股、主题投资的机遇，提升了收益来

源。 非标资产占比稳步提升，AAA级评

级占比都在95%左右。

中泰证券分析师戴志峰认为， 未来

看好保险股基本面强劲改善带来的长期

投资价值， 在转型保障、 行业集中度提

升、准备金增提逐步出清等因素共振下，

保险股“价值” 与“利润” 确定性双升。

目前四大保险公司平均交易为1.2倍

17PEV，在利差占比提升、剩余边际余额

与摊销高增长之下， 保险公司的利润释

放增长更为确定，看好估值提升至1.5倍

以上水平。

平安证券分析师缴文超表示 ，未

来行业开始真正回归保障， 同时险企

盈利状况也有所改善。 看好保险行业

发展， 大型上市险企在此轮监管导向

中受益， 将享集中度提升带来的趋势

红利。

供应链金融成新风口

新零售企业争相布局

□本报记者 陈莹莹

近年来，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零售电商巨头开始

向线下渗透，希望将已有的供应链、物流、技术和金融

优势复制到线下终端。在这一背景下，线上线下能力相

互渗透，也给供应链金融带来无限想象空间。

分析人士称，供应链金融已成资本市场新风口，就

开展供应链金融的收益而言，高周转行业如零售、快消

等收益将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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