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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中信银行集团协同布局绿色金融

子公司中信租赁绿色资产占比超六成
在日前举行的银行业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中信银行副行长
兼中信租赁董事长杨毓表示，当
前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
速度显著加快，中信租赁是中信
银行加快综合化经营战略的重
要举措，对填补中信系在金融租
赁行业的空白，落实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的国家经济政策具有重
要意义。

绿色租赁资产占比超六成
中信租赁成立于2015年4

月，开业首年资产规模即突破
200亿元，成为当年市场上的一
匹黑马。

截至2017年底，中信租赁
的资产规模已达517.65 亿元，
租赁资产余额 466.55 亿元，整
体投放额在全部67家金融租赁
公司中排名第8位，资产不良率
为0。

近两年多的时间中信租赁
一直深度聚焦绿色领域，在银行
系金融租赁公司中率先转型，构
建专业化发展路径。

绿色租赁属于典型的技术
资金密集型行业，更考验金融租
赁公司的资产投资运营能力。
目前，银行系租赁公司普遍采用
类信贷化的资金投放经营模式，
中信租赁开始实现由传统的信
贷融资向经营性租赁转变。

中信租赁总裁俞子彦在接
受专访时曾表示，公司未来仍以

“三新”产业作为主要投资方向，
即新能源（绿色能源）、新环境
（节能减排）、新材料（高端装
备）。计划在 2018-2019 年底
三新行业占比可达80%。

同业合作创新先行者
中信租赁是较早看到同业

合作的必要性并进行布局探索
的租赁公司之一，其在2016年
推出“租赁+”同业合作体系。
截至目前，该公司依托“租赁+”
开展资产流转业务，累计完成
105亿的租赁资产转入和近50
亿存量资产转出业务。

2017年9月，中信租赁牵头
行业合作，联合国银租赁、兴业
金融租赁、恒鑫金融租赁四家公
司，发起成立了国内首个绿色租
赁发展共同体，50余家金融租
赁公司、60余家融资租赁公司
成为首批共同体成员。

对中国绿色租赁共同体平
台的下一步应用，中信租赁首先
计划通过中信银行在全国的银
行网络协助同业进行客户维护，
并进行共享客户的展业服务；其
次，凭借平台与联盟建立资产认
定、授信条件以及信用风险识别
等方面的标准化流程，实现高频
资产交易，带动低成本资金流
转；另外，还将与联盟的同业进
行资产交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包
括数据、征信、基础法律文本的
认定等。 广告

消费升级浪潮下

传统鞋服企业转型“五花八门”

近日，达芙妮发布公告表
示，2017 年预计亏损，这意味
着达芙妮已连亏三年。比亏
损更糟的是，作为传统零售企
业命脉的门店也在持续的萎
缩。2017年第四季度，达芙妮
集 团 关 店 328 个 ，其 中 包 括
317 间 直 营 店 和 11 家 加 盟
店。2017 年全年关店数达到
1009 个，这意味着过去的一
年，其平均一天关三家店。而
加上在此之前的 2015 和 2016
年，达芙妮三年内一共关了近
3000家店铺。

作为曾经大众女鞋知名品
牌，达芙妮高市场占有率主要

得益于大众定位和低线城市的
渠道下沉。近年来，国内鞋业
不断遭受冲击，百丽退市、达芙
妮和星期六业绩下滑等都让本
土鞋业感受到冬日的寒意。业
内认为，达芙妮面临消费方式
升级、新兴品牌不断崛起、品牌
老化等诸多挑战。

另一家鞋业巨头百丽虽然
有着比达芙妮更多的渠道网点
和多元化的品牌，可是也没有
能够抵得住消费渠道变化的趋
势。去年在退市前，百丽国际
发布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的
2016-2017 年报显示，百丽国
际的鞋类销售业务较上一财年

下降10%。实际上，在2015财
年，百丽的净利润就出现了断
崖式下滑，跌幅甚至达到了
38.4%。接着，百丽又迎来了首
个“关店潮”。在2015-2016财
年中，百丽关店数目达到了366
家。

而曾经依靠不走寻常路而
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美邦服饰，
也已被年轻人抛弃。虽然，此
前其已经提出了转型。但是在
美邦服饰披露的2017年全年业
绩预告中，预计2017年全年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亏损 2 亿元-
3.62亿元，同比变动-672%至-
1102%。

近日，达芙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2017年预计亏损，这意
味着达芙妮已连亏三年。在消费者口味不断变化的趋势下，传统鞋服零售企
业不进则退，转型的方向也是五花八门，有七匹狼等走向高端，有美邦的改变
风格迎合新一代年轻人的口味，也有跟随雅戈尔等走多元化分散投资的，但
也有如达芙妮这样一直没落的。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在消费者口味不断变化的趋势下，传统鞋服零售企业不进则退。 青年报资料图

面对共同的困境，品牌老化、
渠道受冲击、年轻人口味变化，各
公司采取了不同的转型策略。

达芙妮进行调整营销、销
售渠道、品牌革新等一系列措
施。从2017年二季度开始达芙
妮开设了第一家全新形象店
铺，并推出“D28”、“D18”系列，
并且开设了线上的渠道。

百丽则在原有的女鞋渠道
外，又开辟了运动品牌渠道，正
是这一渠道才使得百丽的业绩
能够显得略微平稳。在电商渠
道方面，2009年百丽就创建了
自己的电商平台“淘秀网”。
2011年，百丽又成立了优购网，
并将淘秀网的资源全面移植至
优购网中。

美邦服饰则采取了迎合现
代年轻人的策略，将品牌从单
一休闲风格升级为五大独立风
格，覆盖休闲、潮流、街头、极

简、森系等不同路线。同时，美
邦同时请了5个人分别代理。

不过，对于这些根植于传
统实体渠道成长的企业，其电
商化转型似乎都不成功。达芙
妮天猫旗舰店中销量最好的一
款鞋的销量也仅是千双级的水
平，与线上其他品牌几乎上万
的月销相比，销量略显寒酸。
百丽虽然线上渠道做得早，可
是也没有能适应线上渠道的营
销思维，最终还是没能抵得住
业绩的下滑。而美邦服饰曾在
7年前就前卫地推出邦购网，但
遗憾的是最终因资源配置、物
流配送以及网上营销等电商运
营技巧的不成熟，邦购网自身
的盈利难以保障，一年后就黯
然收场。后又因冠名综艺节目
《奇葩说》，而赚足了眼球，但事
实上反馈到“有范APP”的流量
并不多。最终于2017年8月30

日，“有范APP”宣布停运。
转型艰难，电商又非专长，

有些公司就通过收购高端品
牌，来完成自我的转型。去年，
七匹狼就以3.2亿元投资设计
师品牌 Karl Lagerfeld 中国运
营实体，将得到其在大中华地
区商标的商标使用权。以“七
匹狼”品牌为龙头，打造一家

“时尚产业集团”。
有发展遇阻的，也有提前

预判市场正确的。据森马服饰
2017 年三季报，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80.42亿元，同
比 增 长 12.89% ；净 利 润 为
10.12亿元，同比增长1.009%；
每股收益为0.38元。其旗下的
儿童服装品牌巴拉巴拉是国内
童装市场的老大，正好符合了
年轻父母对于子女的消费潮升
级。并且，其去年电商营收50
亿元，也非常亮眼。

消费升级下鞋服品牌易老化

行业转型路各异命运殊不同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自去年10月，《公
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
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实施以来，
货币基金发展受限。新规要求
货币基金的月末净资产不得超
过基金管理人风险准备金月末
余额的200倍，货币基金的规模
越大就要提供越多的准备金，
影响最大的就是巨无霸余额
宝。

自 2017 年 5 月起，天弘基
金开启了一系列针对余额宝申
购及保有额度的主动调整。
2017年5月末将个人账户最高
持有额度由100万元降低至25
万元，8 月份再次向下调整至
10 万元。2017 年 12 月，余额
宝设立单日购买额度2万元的
上限，单个账户最高持有额度
仍为10万元。

面对这种情况，各银行联
手基金公司推出的类余额宝理
财产品，则获得了良好的发展
机遇。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增速逐渐下
降，存续规模较去年年初出现

下滑，但银行系类余额宝类理
财产品的发展则进入了快车
道。

据普益标准统计数据显
示，去年银行发行的开放式现金
管理型理财产品（类余额宝类理
财产品）发行数量与收益率实现
了“双升”，产品发行数量增幅
逾33%。

根据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
台监测数据统计，虽然类余额宝
理财产品的存续量仅占所有开
放式银行理财产品的8.85%，但
在2017年，银行系类余额宝类
产品的发行数量则从年初的
124款迅速增长到去年年末的
166款，增长率为33.87%。而在
平均收益率方面，也已从2017
年1月份的3.12%增长到2017
年 12 月份的 3.60%，上升了 48
个BP。

在类余额宝类产品的平均
收益率上，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
业银行是最高的，上述两类银行
的此类产品平均收益率分别达
到了3.49%和3.38%；农村金融机
构次之，为3.31%，而国有大型
银行最低，仅为2.98%。

货币基金新规下
银行类余额宝产品逆势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