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银行在深入调研中发现，
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出现了明显
变化： 大型民企金融需求呈多元
化、综合化趋势，希望通过金融助
力业务转型和商业模式升级；中小
企业融资、结算、财富管理等需求
增强。 为此，民生银行打造了分层
次、精准化、专业化、综合化的金
融服务体系，并且根据企业规模大
小， 将民营企业分为大型战略民
企、 中小民企、 小微民企三类，实
行精准服务。

针对大型战略民企，民生银行
优选了150户总行级战略民企和
500户分行级战略民企，提供资本
配置、 信贷规模、 海外融资及结
算、 专项财务、 科技配套等支持。
同时， 配备首席经理、 产品经理、
评审经理、 风险经理、 客户经理

“五位一体” 的服务团队， 推出了
规划布局、高层会晤、工单督办的
团队作业“1+3”模式，提升专业
化、 一体化、 扁平化综合服务，助
力企业做强做优。

针对中小民企， 民生银行持
续推进“中小企业民生工程”，实

施“携手、生根、共赢、萤火”四大
计划，线上、线下批量获客，实现
分类管理、分层经营、递进开发，
为企业提供支付结算、授信、投贷
联动、财富管理等综合服务。 截至
9月末，该行中小企业有效户3.85
万户，较年初增长29%。

针对中小民企融资抵押难等问
题， 民生银行推出新供应链金融模
式，目前已形成车销通、医药通、建
工通、佳酿通、家电通、政采通6个行
业解决方案，赊销E、应收E等模式
涵盖了融资、结算、理财等综合化服
务。 截至9月末，该行供应链核心企
业226户，较年初增长143%；链上企
业8474户，增长74%。

针对小微民企， 民生银行加
速推进小微金融3.0深化实施，借
助数据驱动、线上线下结合、大数
据风控、 移动互联等手段， 围绕
“1+1+N”小微企业生态圈，开展
全方位综合服务。 截至9月末，该
行“小微企业及小微企业主”贷款
余额逾6700亿元，户均贷款约160
万元，服务“小微型贷款企业及业
主”超过40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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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民企金融服务并非一时之
需，而是要构建起长效机制。 ”洪崎表
示， 民生银行将进一步整合金融资源、
创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能力，着力实
现民企服务“提速、提质、提效”。

一是足额配资源。 民生银行将不断
加大民企资源配置和综合服务支持力
度，确保信贷支持力度稳中有增；鼓励支
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支持民企集
聚优势明显的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
区、环首都经济圈等重点区域发展。

二是高效提客群。民生银行将强化
民企客群分层分类，做好民企客群扩容
增效：大型战略民企深入推广“1+3”模
式，落实“五位一体”综合化服务；中小
型民企持续加强理念模式落地推广，加
速新供应链金融模式落地。

三是精准施救助。 民生银行将继续
实施“一户一策”、“一户一评”等差异化
信贷政策， 完善大型民企纾困的评估、
决策机制，以及民企融资成本管理的长
效机制，持续缓解民企“融资贵”难题。

四是创新求突破。民生银行将积极
响应民营企业多样化场景需求，深入挖
掘民营企业的痛点、难点和甜点，创新
升级产品模式和业务操作平台，持续为
民营企业及企业家提供“融资＋融智＋
融商”服务。

五是精细增效能。民生银行将继续
强化民企金融服务“样板间” 复制推
广，升级民企综合服务体系，优化民企
客户资源配置原则及方式，加快民企系
统平台建设升级，为民企健康发展提供
持久助力。 文 / 戴曼曼

“服务民企要有持之以恒的
定力， 做好民企服务正是我行始
终坚持的首要战略定位。 ”民生银
行党委书记、行长郑万春表示，该
行与民营企业“同根同源”，始终
牢记“为民而生、与民共生”的企
业使命， 坚持把民营企业作为重
点服务对象， 为广大民营企业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基于同民营企业的天然渊
源， 民生银行在1996年成立时就
确立了“服务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和高科技企业” 的战略定位并且
载入了公司章程。23年来，民生银
行始终把服务民营企业、 小微企
业发展作为立行之本、发展之源，
不断加大资源投入和服务支持力
度， 持续为广大民营企业提供了
有力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服务。

2009年，民生银行董事会修订
《五年发展纲要》，提出了做“民营
企业的银行”战略定位，持续强化
民企战略， 扩大民企服务覆盖面，
提高民企业务占比。 2018年4月，民
生银行董事会又制定下发《改革转
型暨三年发展规划实施纲要》，明
确提出了做“民营企业的银行、科
技金融的银行、 综合服务的银行”
三大战略定位，并且将服务民营企
业摆在全行战略发展的首要位置。

总体上， 民生银行的民企战略
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践行国家战略，
主动携手民营企业，切实服务实体经
济； 二是深入洞察民企金融需求痛
点，深度参与民企战略发展，做“懂你
的银行”；三是集全行之力，打造“民
企金融服务之家”，共同构建长期、信
任、温馨的价值增长和分享空间。

一年来，金融业多措并举，
持续发力，民企“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得到明显缓解。从民生
银行来看， 截至 9 月末， 该行
中小客群贷款超 4300 亿元，
比上年增加近 600 亿元。 值得
一提的是， 该行非抵押类贷款
占比超过 55%，信用类贷款占
比增至 10%。

郑万春介绍， 在疏解民企
“融资难、 融资贵” 问题方面，
民生银行主要采取了“加、减、
乘、除”四大举措，大大提升了
民企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

一是在信贷规模上做“加
法”。民生银行优先保障民企信
贷额度供给， 不设贷款规模上

限， 同时额外拿出 300 亿元专
项风险资产额度， 定向用于民
企客户。 另外，成功发行了 600
亿元小微金融债和国内股份制
银行首单 400 亿元永续债，夯
实了支持民营、 小微企业的资
本基础。

二是在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与优化流程上做“减法”。 针对
民营企业贷款， 民生银行多次
下调内部资金转移定价， 同时
配套差异化的成本减免措施。
如在小微金融方面，运用抵押、
保证、信用等信贷服务与定价，
推广无还本续贷服务等。 该行
还全力疏通、 优化民企合作渠
道，打造了跨部门、多产品、一

体化的服务体系和业务格局。
三是在产品创新上全力整

合资源做“乘法”。 民生银行强
化模式迭代创新、 平台开发延
伸、科技赋能三大抓手，做深做
透供应链金融客群； 深入推行
中小企业民生工程， 提高中小
业务数字化经营能力； 优化升
级小微 3.0 模式， 巩固提升小
微金融品牌优势。

四是在风险控制方面张弛
有度做“除法”。 民生银行依托
大数据分析及全方位风控体
系，消除和减少风险隐患，做到
既不“一刀切”惜贷，也不“一
哄而上”送贷，脚踏实地为民营
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持续深化民企战略

民企服务“步稳而质升”
民生银行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显成效

民企服务提质提效

过去一年来，民生
银行服务民营企业的

行动更坚决、步伐更稳健、
质效更明显。 ”民生银行董事
长洪崎日前表示，该行聚焦战
略、持续发力，从客户精准服
务、信贷规模支持、资金价格
优惠、特色产品创新、科技信
息引领等方面“提质提效”，全
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2018年11月召开的民
营企业座谈会上， 明确提出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六
大方面政策措施， 为民营经
济实现更大发展注入了强大
动力。 作为我国第一家主要
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
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民生银
行成立23年来， 始终坚持民
企战略不动摇， 持续创新民
企服务模式， 支持了一大批
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民生银行全力推进民企
金融服务再上新台阶。 截至
2019年9月末，民生银行服务
民营企业24万家，民企贷款余
额1.5万亿元，在全行对公贷款
中的占比超过70%。 同时，民
生银行还通过债券投资、同业
投资等手段，满足了民企多层
次、低成本的资金需求。 截至9
月末，该行支持民企的非贷款
类融资约1700亿元，比年初增
加近300亿元， 大大拓宽了民
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民生银行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继续脚踏实地做
好民企金融服务。 ” 洪崎表
示， 面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新
特点和民营企业金融的新需
求，该行将持续深化“民营企
业的银行”战略定位，整合金
融资源、创新服务手段、提升
服务能力， 致力于打造民企
金融服务标杆银行， 全力为
更多民营企业提供差异化、
智能化、综合化金融服务。

“

做实做精民企服务

工信部整治过度索权再“动刀”
违规 App 这回大限将临？

APP 违规成本被指太低，除加强监管外，用户自身防范意识也不可或缺

羊城晚报记者 沈钊

开启通讯录权限、绑定恶意广告插件、翻看
手机通话记录、开启录音功能……手机App获取
权限“越界”、用户隐私数据泄露一直是公众关
心的问题。 当前，几乎所有的App都在获取用户
信息，其中有些是使用所必需的，但也有相当一
部分是属于“千年一用”的权限，甚至App根本没
有提供相关服务的权限。 11月4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APP侵害用户权
益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启动部署会，将重点对违规
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违规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不
合理索取用户权限、为用户账户注销设置障碍四
个方面的8类问题开展规范整治工作。

羊城晚报记者注意到，实际上，有关App整
治的相关工作已经进行了多次， 各地有关部门
约谈App运营企业也已屡见不鲜， 此次工信部
联合多部门对违规App“开刀”，成效将会如何？

2019年8月10日，全国信息安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信息安全技
术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收集个人信
息基本规范（草案 ）》提出，App不得收
集与所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对外共享、转让个人信息前，App应事
先征得用户明示同意。

但实际上， 即使平台APP确实在

使用前为用户提供并说明“隐私政
策”，也不代表用户同意以后其个人信
息就可以合理被平台使用， 中间依旧
存在漏洞， 对于信息收集的边界也依
旧不明确。

有观点认为，个人数据保护需要细
分更多领域，手机App开发商也应该更
公开透明向用户展示数据收集的情况。

对于手机App的各种 “越界 ”行为 ，加强App运营
企业的监管是必要的 ， 但用户自身的防范意识也不
可或缺。

“法治的手段在新生事物面前永远是落后的，无
论在哪个国家哪个行业都是如此。 ”张毅对羊城晚报
记者表示 ， 手机隐私安全问题贯穿着手机整个使用
周期，用户需提高警惕，从更多方面保护隐私。

比如 ，安装App时要从正规渠道下载 ，不需要使
用的App尽量不安装 ， 重复使用需求很少的用完就
删 ； 慎重对待手机隐私权限管理 ， 尽量减少授予权
限 ，及时关闭不必要的权限 ；慎用公共WiFi，尤其转
账与支付时改用移动数据流量 ；谨慎填写个人信息 ；
使用隐私安全管理APP，将手机中照片 、视频 、财务相
关等隐私隐藏 、隔离 ；彻底清空废旧手机 ：恢复出厂
设置-格式化-反复拷入大文件并删除。 （沈钊）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发现， 全国各
地对于违规App的整治工作此前一直
在进行。以广东为例，今年7月份，广东
省公安机关开展2019年第二季度超范
围收集用户信息App清理整治工作，
共监测发现1048款App存在超范围收
集用户信息行为；9月份， 广东省公安
厅又公布了8月份整治专项行动的名
单，共监测发现250余款App存在超范
围收集用户信息行为。

但是这种整治行动难以根除App
违规的弊病 ， 往往上一批名单上的
App被整治了， 新一批违规App又冒
了出来。

“法律法规上缺乏特别严厉的整
治措施，App违规成本太低。 ”艾媒咨
询 CE0张毅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 ，
App治理难有多方面的原因 ， 违规
App的新花样、新手法太多，政府监管
方面还需“跟上节奏”。

而此次工信部相关通知文件显
示， 专项整治时间截至2019年12月20
日，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是企业自查自
纠阶段 （通 知 印 发 之 日 起 至 11月 10
日 ），二是监督抽查阶段 （2019年 11月
11日至11月30日 ），三是结果处置阶段
（2019年12月1日至12月20日）。

届时，工信部将对存在问题的APP
统一进行通报， 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具

体措施包括责令整改、 向社会公告、组
织APP下架、停止APP接入服务，以及
将受到行政处罚的违规主体纳入电信
业务经营不良名单或失信名单等。

张毅认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越来越成熟， 对涉及违法收集用户
隐私信息、 非法经营以及其他违法行
为的App的打击将会是一种常态，未
来各部门还将有更多的联合动作。

据腾讯手机管家年初发布的《2018
年度网络隐私及网络欺诈行为研究分析
报告》，2018年下半年，安卓端手机App
获取用户隐私权限的比例达到100%，此
数据在2017年下半年为98.5%，2018年
上半年为99.9%；iOS端方面，iOS端获取
手机隐私权限的APP比例由2018年上半
年的93.8%下降到当年下半年的90.0%。

获取权限是一回事，越界获取权限
是另外一回事。

报告显示， 安卓端越界获取手机隐私
权限的APP正在逐渐减少， 到2018年下半

年， 仅有2.0%的App存在越界获取手机隐
私权限的行为，其中影音娱乐类、生活购物
类、办公学习类和网络游戏类占比例较大。

值得关注的是，在众多App中，投资
理财类App在2018年下半年获取隐私
权限比例多有提高， 且相较安卓端App
对隐私权限的获取比例也普遍更高。 其
中，投资理财类APP获取“读取联系人”、
“读取短/彩信”和“读取通话记录”权限
的比例分别高达72.9%、62.7%和40.7%。
专家提醒，用户在慎重选择APP的同时，
也要尽可能减少对APP的授权。

APP违规成本被指太低

12月20日是违规App大限

投资理财类App成重灾区

App开发商收集数据应更透明

财经 观察热 防范APP越界，从我做起

保护隐私 用户自己要警惕

央行续作“麻辣粉”4000亿元
中标利率下降5个基点

或意在稳定利率预期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报道： 央行
续作“麻辣粉”引市场关注。 5 日，央行连
续七天暂停逆回购， 开展中期借贷便利
（MLF）操作 4000 亿元，期限为 1 年，中标
利率为 3.25%， 较上期下降 5 个基点，当
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这是自 2018 年 4
月以来，首次调降 1 年期 MLF 利率。受利
好消息影响， 上证 50 指数快速走高涨近
1%，创年内新高，上证指数收涨 0.54%，
深证指数收涨 0.71%。

值得留意的是，5 日有 4035 亿元中期
借贷便利（MLF）到期，这是年内第三大规
模的 MLF 到期量。 从续作的 MLF 来看，
基本与当日到期量基本持平。

此前的 4 日央行早间公告称， 目前银
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 从资金
价格来看，当前资金面较为宽松，这已经是
央行连续 6 个交易日未开展逆回购操作。

彼时市场已经猜测，4035 亿元中期借
贷便利（MLF）到期后央行会作何反应，从
历史情况来看， 今年以来央行 MLF 操作
几乎都是到期续作。

今年的 7 月 23 日， 央行开展了 2977
亿元 TMLF 操作和 2000 亿元 MLF 操
作， 两项操作合计 4977 亿元， 与当日
MLF 到期量 5020 亿元基本相当。 对于本

次 是 否 再 次 开 展 定 向 中 期 借 贷 便 利
（TMLF） 操作则有分析人士持不同意见。
彼时， 有分析人士认为 TMLF 利率低、期
限长， 宽松特征明显， 当前并不具备
TMLF 的操作窗口。

从结果来看， 央行选择了采取续作
MLF 进行对冲。 不过， 这是自 2018 年 4
月以来，首次调降 1 年期 MLF 利率。

市场分析认为，考虑到市场对于 MLF
利率下调预期较低， 此次 MLF 利率虽然
只下降了 5 个 BP 但依然超市场预期。 本
次央行开展 4000 亿元 1 年期 MLF，中标
利率 3.25%，较前次（3.3%）下降 5bp。

广发证券的分析认为，MLF 利率此时
调降，且幅度为 LPR 报价步长（变动最小
单位 ），信号意义更大一些，主要在稳定利
率预期，避免利率上行预期过于集中影响
实体企业融资，同时巩固“降成本”的任
务。 同时分析认为，目前属于不影响利差
稳定性的一个较好的政策窗口，预计 LPR
利率未来或有小幅调降。

从 11 月 5 日 11 时公布的 Shibor（上
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 来看， 隔夜、一
周、两周、1 个月的品种均小幅下跌，而 3
个月、6 个月、9 个月和 1 年的品种则微微
上涨。

标致雪铁龙深圳工厂或转手宝能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爱丽报道 : 继宣

布和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启动合并
计划后，昨日有传闻称，标致雪铁龙将把
深圳工厂出售给宝能。 随后，一知情人士
向羊城晚报记者透露：“长安 PSA 深圳工
厂将被宝能收购一事在企业内部已不是
什么秘密，很快就会官宣。 ”

事实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 月 31 日就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
开预披露产权转让信息，该公司计划转让
旗下合资子公司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
限公司（长安 PSA）50%股权，若股权转让
成功， 长安汽车将不再持有长安 PSA 股
份， 旗下长安 PSA 深圳工厂也将一并转
让。

据了解，2013 年 9 月实现量产的长
安 PSA 深圳工厂是 DS 品牌在亚太区的
战略总部，占地约 130 万平方米，已建成
两个整车工厂和一个发动机工厂，拥有年
产能 20 万辆整车及相匹配的发动机的生
产能力。

不过，DS 在中国市场的日子一直以
来并不好过，有数据显示，2016 年全年其
销量仅为 1.61 万辆 ，2017 年跌至 6088
辆，2018 年则仅为 3000 多辆。 今年，其市
场销量依然没有好转，1-9 月份其累计销
量仅为 2027 辆，同比下跌 40.5%，其中 9
月份仅为 79 辆，同比下跌 84.3%。 今年 3
月份，DS 并网标致雪铁龙经销商也让 DS
的品牌力大打折扣， 很多 DS 经销商已经
开始退网。 这样的销量让有着 20 万产能
的深圳工厂形同虚设。

“接盘长安 PSA 深圳工厂，对宝能汽
车板块将形成很好的补充，对宝能来说应
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

天 眼 查 信 息 显 示 ， 宝 能 始 创 于
1992 年， 总部位于深圳 ，2017 年 3 月
成立宝能汽车有限公司 ， 主要业务涵
盖传统及新能源整车及核心零部件的
研发、制造、销售与售后服务以及其他
相关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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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 景顺长城养老目标
2045 五年持有期 FOF 已于 11 月
4 日在各大代销机构上线，其主要
目标客户为将于 2040-2049 年退
休的投资者。

该基金作为一只目标日期养
老投资基金， 为投资者提供一站
式养老理财解决方案。 在具体投
资方式上， 该基金将根据景顺长
城自建的量化三大类因子进行战
术资产调整， 得到大类资产配置
比例，然后通过精选基金，在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 力争为投资者获
得长期稳健的收益。

在债市持续慢牛、 股市明
显回升的背景下，以债为主、兼
顾股票的二级债基魅力大幅提
升 。 数据显示 ， 截至 10 月 25
日 ，二级债基（A 类）年内涨幅
达 6 .61% ， 高于债基 4 .42%的
平均表现。 业绩加持下，今年前
三 季 度 二 级 债 基 份 额 增 长 约
570 亿份，增幅达 43% 。 其中，
工 银 瑞 信 产 业 债 年 内 实 现 了
8 .3%的收益， 良好的业绩也带
来了基金的持续净申购 ， 其份
额规模涨幅高达 89%， 均远超
同类平均水平。

作为长跑能力出众的明星

选手，工银产业债的中长期业绩
表现得到了市场高度评价。数据
显示，截至 10 月 25 日，该基金
成 立 六 年 多 以 来 累 计 回 报
61.22%， 跑赢业绩比较基准约
30%， 年化收益率达到 7.53%，
且近两年、三年、五年的累计收
益持续居同类前四分之一阵营，
同时获得银河证券三年期及五
年期双五星评级。

二级债基讲究攻守有道，伴
随二级债基持续升温，工银产业
债表现尤为亮眼 。 分析人士指
出，从过往操作来看，工银产业
债 对 风 险 控 制 较 为 严 格 ， 以

AAA 和 AA+ 的高等级信用债
为主要持仓，在获取债券投资稳
定收益的基础上，还能够通过权
益资产配置，适度精选行业和个
股，创造超额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银行系
旗舰基金公司 ， 工银瑞信建立
了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和强大
的信用评级团队， 通过分散投
资、系统控制 、归因分析 、定期
评估、 日常跟踪等方式全方位
控制组合信用风险， 同时公司
将 信 用 策 略 与 信 用 评 级 相 结
合， 防范信用风险的同时发现
优质个券。

工银瑞信产业债年化回报 7.5%景顺长城养老
目标 2045 五 年 持 有 期
FOF 正在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