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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数据显示，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
加 8393 亿元，同比少增 3264 亿元。
央行表示，由于年初有春节因素，应
综合前两个月情况看贷款变动，前两
个月，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3.74万亿
元，同比多增5407亿元。分部门看，
住户部门贷款累计增加 1.18 万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累计增加2637亿
元，中长期贷款累计增加9130亿元；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累计增
加2.53万亿元。2月末，外币贷款余
额8927亿美元，同比增长7.5%。前
两个月外币贷款累计增加548亿美
元，其中2月份增加75亿美元。

对此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认
为，分部门看，2月住户部门贷款仅
增加 2751 亿元，环同比均大幅下

滑，居民短贷萎缩，中长贷环比接
近减半，虽然有春节月份错位的因
素，但房地产销售端降温的影响不
容忽视。

2月社融存量增速继续放缓，2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7万亿
元，较上月回落。华泰证券分析师李
超认为，2018年银行表外融资转表
内融资大趋势未变，受到负债压力拖
累，商业银行表内信用扩张依然偏
紧。商业银行优先满足核心企业客
户融资，导致部分非核心企业选择直
接融资缓解融资压力是造成企业直
接融资增加的原因。2月份社融同比
增速11.3%，其认为在春节因素影响
下社融增速维持基本稳定，说明了实
体经济运行较为平稳。

青年报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今年春节档全国电影票
房大卖，国内制作精良的电影异军突
起，这也使得具有优质制作能力的影
视公司成为香饽饽。近日，光线传媒
披露，拟以33.17亿元价格出售新丽
传媒27.64%股权给腾讯产业基金旗
下的林芝腾讯。与此同时，光线传媒
又出资3000万元认购了《红海行动》
出品方蓝白红影业6.25%的股权。

光线传媒此次入股一共四年多，
收益颇丰。据光线传媒披露，本次转
让的新丽传媒股权获取于2013年10
月，公司彼时以自有资金8.29亿元从
原股东王子文手中获得公司股票
4146.2万股，占比27.64%。公开信息
显示，这次股权转让是以新丽传媒整
体估值30亿元为作价依据。根据本
次33.17亿元的转让价格，27.64%的
股权比例测算，新丽传媒的最新估值
约为120亿元。此外，新丽传媒上述
股权的账面价值为10.49亿元，增值
率约216%。

对于腾讯来说，具有持续投入影
视生产能力的制作公司将补齐其大
文娱平台战略中的影视制作能力。
对于此次收购，腾讯表示，腾讯一直
致力于互联网+文创产业布局，在腾
讯生态中，既有以阅文集团为代表的
IP培育平台，又有涵盖海量用户的在
线视频平台。新丽传媒有持续制作
头部影视内容的能力，后续双方将利
用各自优势资源，深入合作，为行业

带来更多口碑式作品。
相比于华谊兄弟、光线传媒，新

丽传媒被认为是近年来电影市场杀
出的一匹黑马。2017年，新丽传媒
出品《情圣》、《悟空传》、《羞羞的铁
拳》和《妖猫传》四部电影，累计获
得超过 40 亿元票房。其旗下已斥
重金签约的二十余名创作人才，成
为这家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之一。
持续的影视生产能力，让新丽传媒
的营收成为亮点之一。招股书显
示，2014至 2016年度，新丽传媒营
收分别为6.55亿元、6.56亿元、7.4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 1.31 亿元、1.17 亿元、1.56
亿元。2017年，凭借爆款剧集及多
部电影，这些数据得到了飞跃式提
升。根据交易公告，新丽传媒2017
年的营收为 16.7 亿元，净利润为
3.49亿元。

作为老牌的影视制作公司，在面
对市场上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们，光
线传媒似乎仍然有着在影视制作方
面的独特优势。转让新丽传媒的同
时，光线传媒又锚定了下一个培养目
标蓝白红影业——热门电影《红海行
动》的出品方之一。据披露，光线传
媒子公司光线影业日前与蓝白红影
业及其现有股东签署了增资协议和
股东协议，光线影业以自有资金出资
3000万元，认购蓝白红影业新增注册
资本15万元，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
积。增资完成后，光线影业取得蓝白
红影业6.25%的股权。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备受市场关注的保险行
业今年开门红数据终于出炉，保监会
官网近日公示了2018年1月各保险
公司保费收入情况，其中产险公司原
保险保费收入1251.50亿元，同比增
长20.79%，人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
入 5600.41 亿元，同比下降 25.50%。
受人身险市场影响，保险业整体原保
险保费同比下降19.89%。

一般而言，寿险公司“开门红”周
期为每年的一季度，其中1月份最为
重要。历年来1月份保费在多数险企
全年保费中占比可到达两到三成。如
果“开门红”保费大幅下降，对全年保
费及新业务价值增长均有负面影响。
今年 1 月份，寿险公司原保费收入
5600.41亿元，同比下降25.5%，有30
多家寿险公司出现负增长，有14家甚
至降幅超过50%，包括吉祥人寿、华汇
人寿、和谐健康等险企。

对于寿险公司1月份行业原保
费的负增长，市场分析认为，“134号
文“等政策文件落地使得快返型产品
消失，带来人均产能中件均保费的下
降，以及其他金融类理财产品收益率
提高削弱了险企”开门红“产品的吸
引力等等。

保险公司产险业务发展稳健，1

月产险公司原保费收入1251.50亿
元，同比增长20.79%。其中，交强险
原保费收入189.52亿元，同比增长
11.1%，农险原保费收入为47.24亿
元，同比增长51.79%。产险业务中，
交强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189.52 亿
元，同比增长11.10%；农业保险原保
险保费收入为47.24亿元，同比增长
51.79%。

值得一提的是，风险保障金额出
现在保费数据中。今年1月，保险业
提供风险保障金额504.01万亿元，
保单件数22.64亿件。其中，产险公
司保险金额423.93万亿元，人身险公
司本年累计新增保险金额80.08万亿
元。从险种看，车险保额20.07万亿
元，责任险保额37.11万亿元，农险
保额2266.44亿元，寿险本年累计新
增保额 2.47 万亿元，健康险保额
56.99 万 亿 元 ，意 外 伤 害 险 保 额
282.25万亿元。

保险业新增保单件数 22.64 亿
件，其中，产险公司签单数量21.91
亿件，人身险公司本年累计新增保单
0.73亿件。从险种看，货运险签单数
量6.06亿件，责任险5.51亿件，保证
险1.66亿件，均远高于车险0.44亿
件。寿险新增累计保单0.15亿件，
其中普通寿险612.82万件，健康险
2.07亿件，意外险3.28亿件。

银监会、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
会和外汇局12日联合发布文件，从
扩宽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发行渠道、研
究增加资本工具种类、扩大投资者群
体等方面，支持商业银行拓宽资本补
充渠道，提升银行体系稳健性。

《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
工具创新的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
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补优势，有效运
用境内外市场资源，支持商业银行通
过多种渠道发行资本工具，通过多种
渠道稳步扩大资本工具的发行规模。

意见提出，积极研究增加资本工
具种类。总结经验并研究完善配套
规则，为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
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

股条款资本债券和总损失吸收能力
债务工具等资本工具创造有利条件。

意见提出，在防范风险的前提
下，研究社保基金、保险公司、证券机
构、基金公司等机构对商业银行资本
工具的投资政策，扩大商业银行资本
工具的投资主体。

意见提出，商业银行应将资本补充
与资本规划相结合，统筹考虑资产增
长、结构调整、内部资本留存、外部环境
等因素，科学合理设定资本补充计划。

意见认为，推动商业银行资本工
具创新，有助于拓宽银行资本补充渠
道，提升银行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为支持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的保障。

据新华社电

央行近日公布2月份金融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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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商业银行拓宽资本补充渠道

央行近日公布2月份金融统计数据，人民币贷款同比
少增3264亿元。机构分析认为，居民短贷萎缩，中长贷环
比接近减半，虽然有春节因素，但不可忽视受到房地产销
售端降温的影响。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M2方面，受到财政存款投放的
拉动，2月M2同比增长8.8%，增速比
上月末小幅提高0.2个百分点，比上
年同期低1.6个百分点，新时代证券
分析师潘向东称，其主要原因是财政
存超季节性减少。去年春节在1月，
一部分税款延迟到了2月缴纳，导致
去年2月财政存款增加1903亿元，而
今年1月完成了大部分税款收缴，2月
财政存款减少5298亿元，同比多减
7201亿元。据估算，2月财政存款同
比多减拉高M2同比增速0.45个百分
点。2月信贷同比少增3307亿元，拉
低M2同比增速0.2个百分点。2月人
民币汇率稳定，预计外汇占款增量较
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同时企业债券也
同比多发行，这两项共同拉升M2同比
增速约0.05个百分点。金融监管仍
在持续，银行同业投资同比减少及其
他因素共同拉低M2同比增速约0.1
个百分点。

央行官方网站还公布了央行行
长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答记者问的新
闻稿，副行长易纲在谈及如何保持货

币“松紧适度”时提及，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讲的是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
资规模增长要合理增长，没有讲数量
和指标，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易纲说：

“长期以来我们用M2来作为一个主要
指标，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应该说
是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要看到一些
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就是，市场的
深化和金融的创新，使得像M2这样的
指标跟经济的走势的相关性变得比较
模糊，有的时候预测性也变得比较不
确定。全世界都有这种现象，这几年
我们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
的影响也比较大，各国都面临这种情
况，所以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
淡化了把M2作为一个指标，或者把
M2作为一个预测目标这样的做法。”
易纲认为，这种相关性下降，它是一个
规律性的事，重新定义M2，改变M2的
口径也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
以，针对这种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针
对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更
注意盘活存量，更注意优化货币信贷
存量的结构。

财政存超季节性减少

实体经济运行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