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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近万次 
平安银行不“平安”  

债券违约之外，永煤控股还因涉嫌联合多家中介机构违规发债而引发市场

震动。业界人士一致认为，日前监管部门启动的“债券发行链条全流程自律调

查”监管风暴，将使永煤控股债券违约成为一个警示和标志性事件。

投资者的气愤与谴责

关于此次债券违约的原因，永煤控股解释称：今年以来受到疫情、国际油

价暴跌及近期债券市场融资环境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企业暂时出现流动性资

金压力增大。

永煤控股债券违约后，母公司豫能化多只债券也爆发断崖式下跌：11 月

13 日，“18 豫能化 PPN001”最新净价跌逾 50%，报 49.136 元；“20 豫能化

CP001”最新净价跌逾 88%，报 11.5589 元。

 目前，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诚信）已

将永煤控股和豫能化主体信用评级从 AAA 降至 BB，这意味着两家公司在债券

市场的再融资能力基本丧失。对此豫能化公告回应称，本次评级下调将对公司

再融资能力产生影响，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不利情况，增强获现能力和资

产流动性，保护投资者权益。 

永煤控股毫无预期的债券违约，令陷入其中的投资者措手不及，这是目前

投资者对其气愤和质疑的焦点问题之一。

 “永煤控股一直在向资本市场和投资者释放公司资质良好的信号。”国

内某大型券商机构人士对《企业观察报》说，永煤控股发布的 2020 年前三季

度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尚有 470 亿元货币资产，并在 10 月份发行了一只 10 亿

元规模的融资中票。就在债券到期一周前，永煤控股还表示有资金兑付债券。

 

10 亿元债券违约或将撕开永煤控股和豫能化集团破产的口子。

 11 月 10 日，河南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永煤控股）发布

公告称，因流动资金紧张，公司 2020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20 永煤

SCP003”未能按期足额偿付本息，已构成实质性违约，涉及本息金额共 10.32

亿元。

这是继华晨集团之后的又一家 AAA 评级产业类国有企业信用债券违约

事件。

 更令投资者震惊的是，永煤控股宣布债券违约后，11 月 17 日再度发布

预警公告称：由于流动资金不足，公司还有两笔债券兑付存在不确定性，分

别为“20永煤SCP004”和“20永煤SCP007”，涉及本息金额共计20.57亿元。

 永煤控股意外爆雷，持有其 96% 股权的控股股东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豫能化）也陷入了债务危机。豫能化属国有独资特大型能源

化工集团，也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总资产接近 2800 亿元，2019

年位列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 500 强第 7 名。 

“目前豫能化的债务总量已经超过了 2000 亿元，永煤控股和豫能化存

续债券总体量接近 500 亿元。”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另外，永煤控股和豫能

化目前共有 265 亿元的公募债券，均设置了交叉保护条款，约定了 10 个工作

日的宽限期。 

但多数资本市场人士认为，从目前永煤控股和豫能化总体债务规模及流

动资金紧张程度看，很难偿还即将陆续到期的债券。触发交叉违约条款后，

永煤控股和豫能化或将难免破产重组。目前市场流传的信息称，中金公司已

担任豫能化债务重组的财务顾问。 

勾结多家机构违规发债后或破产：
河南最大国企永煤控股上演“旁氏骗局”？

SpaceX 载人飞船再升空 首次搭载
四位宇航员，没受马斯克新冠测试影响
此次载人龙飞船的发射，标志着SpaceX与NASA的商业载人
航天计划正式开启。

TECH   07 >>VISION    05  >>

国民食品再掀波澜 涪陵榨菜推迟增发

有评论称，涪陵榨菜不断推迟定向增发且不断变更增
发方案，已对投资者造成不小的困扰。

VISION    04  >>

连续三年亏损的一起教育冲击美股后，
能否冲破天花板
在线教育领域大多处于烧钱亏损的状态，一起教育此次冲击美
股，是否令其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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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国有企业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力量至关重要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力量至关重要

■  作者  贾紫璇

■  作者  张宁

11 月 26 日，“新发展格局与国有企业”学术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国务

院国资委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彭华岗

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国有企业要深刻认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

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提高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培育完整内

需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个方面展现新担当、做出新

作为。

本次学术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作为指导单位、国家

能源集团和吉林大学主办、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能源集团

党校承办。吉林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理事蔡立东

和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理

事刘国跃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论坛由国家能源集团党组副书记王敏主持。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仍持续产生巨大影响，我国经济

发展的内外环境仍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如何在变

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当前新发展阶段，研究国有企业如

何深化改革和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国有企业如何准确更好地发挥作用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至关重要的问

题。

刘国跃强调，国有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伟大征程中，如何深化理论和

实践认识、如何准确定位、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是新阶段、新

理念、新格局的实践之问、时代之问、未来之问，如何开题、破题、答题，是

课题研究的目标所向、职责所向、价值所向。蔡立东强调，2020 年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国企制度优势、国企力量、国企精神和国企效率。如何

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

政治基础，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将会发挥经济社

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起到带动作用。

这次举办“新发展格局与国有企业”学术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

济研究智库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智库理事单位主办的学术论坛，旨在深入研究

国有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助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

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理事学术委员宋志平，中国一重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明忠，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鑫，国务院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

原主席季晓南，吉林财经大学原校长宋冬林，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陈劲参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国家能源集团等中央企业和吉

林大学等高校的 100 余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参加了本次学术论坛。

■  作者 詹碧华

平安银行（000001.SZ）10 月 21 日晚披露三季财报显示，

公司前三季度营收 1165.64 亿元，同比增长 13.2%；净利润

223.98亿元，同比下滑5.2%。其中，第三季度净利润87.20亿元，

同比增长 6.1%。在疫情影响下，平安银行的业绩表现不俗，但

其负增长之势未改，且在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理财

业务频遭消费者投诉，经营违规问题也屡遭处罚。特别是近期

的一起借贷纠纷案件由于案件反转，引发了许多关注与争议。

三季度财报亮眼 营运利润逆势

平安银行 1987 年 12 月成立，1991 年 4 月在深交所上市，

同时也是深交所首家上市公司。平安银行第一大股东是中国平

安，是目前国内市值最高的保险集团，持股 49.56%。

10月21日，平安银行发布了2020第三季度报告。数据显示，

2020 年 1 月至 9 月份，平安银行（以下均为集团口径）实现营

业收入 1165.64 亿元，同比增长 13.2%；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

润为 223.98 亿元，同比下降 5.2%；实现基本每股收益为 1.11 元

/ 股，同比下降 15.90%。

在资产端，2020年9月末，平安银行资产总额43469.21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10.4%，其中，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25850.04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11.3%。负债方面，该行负债总额 39881.50 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 10.0%。

资产质量方面，2020 年 9 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

1.32%，较 6 月末和上年末均下降 0.33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

218.2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94，较上年末下降0.17个百分点。

得益于个人代理基金及信托计划手续费收入和对公传统业

务手续费收入等非利息净收入的增长，今年前九个月，该行实

现非利息净收入 414.10 亿元，同比增长 12.9%。

IP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企业观察报》表示，银

行业的运行和实体经济往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实体经济不

振的情况下银行业很难独善其身，尤其是对于在银行业内部竞

争激烈而又属于相对弱势的平安银行来说更是如此。除了创新

求生，中小银行的市场势能和交易溢价能力都不够，更缺乏大

银行的规模效应，因此在经济下行期推动行业分化的压力之下

首先出现负增长也是符合市场逻辑的。

中国银保监会承德监管分局四级调研员在接受《企业观察

报》采访时指出，平安银行三季度利润下降是有客观原因的，

一是体现出了为实体经济让利社会责任的履行。今年，国务院

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要为实体经济让利 1.5 万亿元，而作为上市

银行机构的平安银行来说，积极降低贷款利率为实体经济让利。

数据显示，今年 1-9 月，平安银行净息差较去年同期下降 6 个

基点。二是受疫情影响，一些客户出现还款困难，为有效应对

不良贷款的攀升，该行加大了拨备的计提力度，早做准备，提

前应对。今年前三季度，该行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543.90亿元，

同比增长 32.7%。三是加大了对不良资产处理力度，避免风险

的积累。受这些因素影响，前三季度利润增长幅度同比下降是

比较客观的。另外，这些措施也让银行经营更加稳健，不至于

导致风险的集中暴露。从三季度披露的信息也可以看到，三季

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5.2%，与上半年 11.2% 的降幅相比，有转好

的迹象，因此不必过分担心。不过，对银行来说，也要不断强

化贷款管理，严格把控风险，要根据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政策

要求及时调整信贷结构，避免更多不良贷款的发生，确保各项

业务经营更加稳健。

理财产品频频被投诉贷款违规屡遭罚

尽管成绩看起来似乎很亮眼，但细看下来，2020年上半年，

平安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 11.20%，负增长趋势并未扭转。且其

在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理财业务频遭消费者投诉；同

时，经营违规问题也屡遭处罚，今年以来，平安银行被罚金额

已经超过 20000 万元，据了解，处罚原因主要包括信贷业务违

规、反洗钱不力、发放贷款时搭售保险产品等。

其中，最大的要数北京银保监局给予平安银行北京分行开

出777.22万元的罚单，处罚决定时间为2020年7月11日。同时，

该行的相关责任人刘静被禁止 3 年内从事银行业工作。罚单显

示，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为采取不正当手段

发放贷款，个人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二手房按揭首

付比例不符合规定，个人贷款业务内控管理存在多项缺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