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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行首季信貸最多增5%

上月僅122億美元 下跌逾一成

外資投入額連跌兩月

商

國企去年利潤2.26萬億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十八日電
】據外電昨日引述兩名國有銀行的消
息人士透露，為應對出口放緩和房產
投機的限制措施危及中國經濟增長，
中國央行要求五家大型銀行（工行、
農行、中行、建行、交行）將今年一
季度的新增信貸規模，可較去年同期
增加不超過5%。

該人士並表示，根據中國央行對
商業銀行的信貸指引，一季度和二季
度佔銀行全年放貸總額的比例均為
30%；三、四季度均分別為 20%。報
道稱，央行未有就此事評論。另外，
中國銀監會本月較早時間，已警告銀
行控制地方政府債務危機。

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周三公
布去年全年社會融資規模為12.38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同期回
落 1.11 萬億元，也低於央行年初預定
的14萬億元目標。不過，去年第四季
度全社會融資規模較第三季度大幅增
長9900億元，達到3.03萬億元。市場
人士普遍認為，社會融資規模的數據
與當前的經濟增長匹配，今年社會融
資規模或會進一步增加。交銀估計，今
年規模或擴大到13萬至14萬億元。

央行公布的去年社會融資規模數
據中，人民幣貸款、信託貸款、未貼
現的銀行承兌匯票、非金融企業境內
股票融資增加幅度，均較去年出現減
少。當中以人民幣貸款同比減少規模
最大。去年新增人民幣貸款 7.47 萬億
元，同比少增3901億元。而折合人民
幣的外幣貸款、委託貸款、企業債券

淨融資增加幅度較去年同期出現增加
，當中以委託貸款增加幅度最大。去
託貸款增加 1.3 萬億元，同比多增
4205億元。

去年社會融資規模遜預期
去年的社會融資規模中，58.3%為

人民幣貸款，同比上年高 1.6 個百分
點。從季度分析，社會融資規模在去
年前三季度的增長呈現逐季下降態勢
，一季度為 4.19 萬億元，二季度為
3.57 萬億元，三季度為 2.04 萬億元。
但到四季度大幅增長至 3.03 萬億元，
按季環比升48.5%。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鄂永健指
出，去年全年社會融資規模較低，是
體現全年總體穩中偏緊政策的影響。

他分析第四季的社會融資規模大增原
因有三：一是因為人民幣貸款、債券
融資、信託貸款和承兌匯票較上季度
增加較多。二與人民幣貸款和債券融
資規模擴大與鼓勵銀行適度加快信貸
投放和鼓勵企業發債融資有關；此外
，信託貸款和承兌匯票從三季度的負
增長轉為正增長則可能是因為在經歷
監管規範後，進入了平穩運行的正常
增長軌道。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
示，去年融資規模還是合適的。目前
通脹已得到有效控制，而且經濟增長
也較為平穩。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評
價中心主任劉煜輝也認為，隨穩增
長任務的加劇，不排除今年社會融資
規模再次提升的可能。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十八日電】江蘇省南京海關在
今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南京海關正以 「內銷
便利化」的新政服務助加工貿易企業拓展內地市場。

江蘇的加工貿易企業數列內地第二，南京作為內
地海關加工貿易監管改革的試點區，南京海關加工貿
易處處長陳解平介紹，南京海關建立出台下調內銷緩
稅利息、內銷徵稅集中申報、建立審價快速機制等新
政，令以前企業每月數次需要不斷往返海關加貿部門
及通關現場，而在新政之後，每月只需往返一次，只
需一次報關，大大節約了時間和費用。據統計，去年
前十一個月，南京關區範圍內加工貿易內銷徵稅94.7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8.2%。

此外，南京海關還致力推動特殊監管區向多層次
多功能轉型，有效地引導加工貿易向區內集中。

國家外匯管理局表示，去年打擊
「熱錢」取得階段性成效，共查辦

3488 起外匯違規案件，收繳罰沒款
5.03 億元（人民幣，下同），罰沒款
金額同比翻了一番多。今年仍將繼續
堅守風險底線，構建防範跨境資本流
動衝擊的體制機制，嚴厲打擊各類外
匯違法違規行為，防範異常外匯資金
流動風險。

外管局昨日在網站內表示，去年
打擊 「熱錢」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
個方面。一是重拳出擊，查辦重點領
域的重大外匯違法案件。去年外管局
共查處涉案金額巨大、跨地區經營以
及違規資金流入房地產、金融市場等

重大典型案件 17 起，涉案金額 193 億
元，已做出行政處罰案件 8 起，收繳
罰款1.87億元。

二是聯手查辦，嚴厲打擊地下錢
莊等外匯違法犯罪活動。截至去年十
一月底，外管局聯合公安部門共破獲
地下錢莊案件18起、非法買賣外匯案
件20起和網絡炒匯案件1起，涉案金
額合計717億元人民幣。

三是突出重點，以金融機構、大
型企業為重點，開展資本金結匯、短
期外債等專項檢查，對違規借用外債
、違規結匯的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
進行了嚴厲處罰。

江蘇加工企業拓內銷市場 3488宗外匯違規案被查

務部昨日公布數據顯示，去
年全年實際使用外資1160.11
億美元，比二○一○年增長
9.72%，再創歷史新高；新批

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2.77 萬家，同比增
長 1.12%。而十二月份，全國實際使
用 外 資 122.42 億 美 元 ， 同 比 下 降
12.73%，為連續第二個月呈現負增長
。沈丹陽認為，中國實際利用外資增
速放緩，最主要是全球經濟復蘇步伐
放緩，一些主要發達經濟體，如美國
、歐盟經濟增長乏力，企業投資決策
更加謹，全球跨國投資減少。

資金回流美國避險
交通銀行高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

指出，FDI 的連續負增長與近期外匯
佔款下降是一致的，在發達國家債務
危機持續發作、對中國經濟硬陸的
擔心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弱化的背景下
，資金可能階段性流出中國，回流美
國尋求避險。不過，美銀美林經濟學
家陸挺認為，由於 FDI 在整個固定資
產投資中佔比非常小，因此 FDI 的同
比回落對中國經濟影響將相當有限。

展望今年，唐建偉預計，中國
FDI 總額可能在 1000 億美元左右，比
去年略有減少，但總體仍較平穩。申
銀萬國證券研究所宏觀策略部首席宏
觀分析師李慧勇則認為，今年全年

FDI增速約為4%，呈現前高後低走勢
，並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一是今年
國內需求有不斷回落趨勢；二是國外
經濟需求萎靡；三是今年為金融危機
恐慌釋放期，這將加速外資流出。

若分行業看，製造業利用外資下
降是最近兩個月 FDI 負增長的主因。
商務部數據顯示，十二月製造業 FDI
為 48 億美元，同比下降 14.3%，自二
○一一年九月以來已連續四個月下滑
； 全 年 累 計 製 造 業 實 際 使 用 外 資
521.01億美元，同比僅增長5.06%，佔
比降至44.91%。但沈丹陽強調，這不
能就此說明隨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中國在與東南亞等國的競爭中喪失了
優勢，而是在各產業領域利用外資中
，中國更加重視服務業FDI。

服務業增幅超越製造業
沈丹陽並提到，去年全年服務業

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及增幅均超製造業
。去年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 552.43 億
美元，同比增長20.54%，增幅較前十
一個月提高兩個百分點；而服務業
FDI 佔 同 期 全 國 總 量 的 比 重 達 到
47.62%，首次超過製造業的比重。但
值得注意是，房地產業宏觀調控政策
作用明顯，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僅增長

12.07%，低於服務業總體增幅 8.47 個
百分點。此外，在國家分布上，亞洲
仍是中國吸收外資增長主要來源地區
，歐美對華投資則雙雙下降。去年全
年美國實際投入外資金額29.95億美元
，同比下降26.07%；歐盟27國實際投
入外資金額 63.48 億美元，同比下降
3.65%。沈丹陽重申，中國仍是全球最
具吸引力的投資東道國之一，中國吸
收外資具有長期優勢。而商務部今年
將繼續力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積極
穩妥實施走出去戰略，因此相信利用
外資也好，對外投資也好，都將保持
穩步增長。

在美國經濟疲弱及歐債危
機等因素下，歐美企業對外投
資乏力。今年十二月，中國實
際使用外資金額（FDI） 為
122.42 億 美 元 ， 同 比 下 降
12.73%，這已是連續第二個月
出現負增長。機構認為這種負
增長屬於階段性的。國家商務
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亦相信，
中國無論利用外資還是對外投
資，今年都還將保持相對快速
的增長勢頭。此外，中國服務
業FDI佔同期全國總量的比重
達到47.62%，首次超過製造業
的比重。

本報記者 馬浩亮

國家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昨日在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儘管一季度外貿
仍然會很困難，但由於國家已採取了
穩定出口退稅、穩定匯率、穩定加工
貿易政策等一系列舉措，相信無論是
出口還是進口，應該還會繼續保持平
穩或者適度增長。他並強調，一季度
出口將不會出現負增長，只是增幅會
下降。

沈丹陽表示，今年一季度的外貿
形勢比較嚴峻和複雜，尤其是出口方
面，但是由於中國外貿發展還有很多
有利的條件，如人力資源的優勢，中
國勞動力資源質優價廉的優勢，同時
中國政策上的穩定、政策上的優勢，

還有在產業配套方面的優勢等等，很
多方面的優勢都沒有改變。

針對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的問題，
他認為，要更加注重從量的擴張到質
的提升轉變，要從整體上提高出口的
國際競爭能力，使中國外貿向更高層
次發展。從目前看，中國具有自主品
牌、技術和高端服務的出口商品比重
明顯提升，對歐美日以外的廣大市場
的出口比重亦進一步提高。他重申，
中國進出口平衡的目標已基本實現，
全年的貿易順差降到了1551億美元，
佔 GDP 比重只有 2%，佔進出口總值
不到 4.3%，明顯處在國際公認的貿易
平衡標準的合理區間。

商務部：首季出口不會負增長

各界評論
美銀美林經濟學家陸挺

交通銀行高級宏觀分析師
唐建偉
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宏觀
策略部首席宏觀分析師李
慧勇
中信銀行總行國際金融市
場專家劉維明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
政委

FDI未來數月仍持續走低，但中國經濟反彈
最終仍將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
今年FDI總額或在1000億美元左右，總體
仍平穩

今年FDI增速約4%，呈前高後低走勢

長期需要注意吸收外資的吸引力下降，產業
有出走的可能
若人民幣匯率政策兌美元的彈性大，而非美
元強、人民幣跟抗，未來FDI形勢仍然樂
觀

近年中國FDI情況
月份

2011年全年

12月

11月

10月

9月

8月

7月

6月

5月

4月

3月

2月

1月

2010年全年

金額（億美元）

1160.11

122.42

87.57

83.34

90.45

84.46

82.97

128.63

92.25

84.64

125.20

78.00

100.30

1057.4

同比增長（%）

9.72

-12.73&

-9.76

+8.75

+7.88

+11.10

+19.80

+2.83

+13.43

+15.21

+32.90

+32.20

+23.4

17.4

中金公司最近發布的利率周報指出，春
節後流動性要出現趨勢性的寬鬆，依然需要
央行持續下調法定準備金比率。該行認為，
如果不下調，由於法定比率仍處於歷史高位
，會繼續增加法定準備金，並對沖掉大部分
的外匯佔款、財政存款以及公開市場的投放
量，則銀行的超儲率很可能會繼續下降。

報告稱，儘管去年四季度財政存款有超
過1萬億的投放且有一次法定比率的下調，
但是由於外匯佔款持續淨減少以及新繳補繳
的法定準備金較多，四季度末銀行的超儲率
並沒有顯著提升，預計仍在 2%以下，甚至
低於去年初時的水平，這意味即使春節期
間現金需求增加帶來的一次性衝擊在節後消
失，資金面寬鬆程度也不及去年同期。

對於近期市場認為，央行沒有急於下調
法定準備金比率的原因是通脹下行速度較慢
；年末財政存款的大幅投放能夠暫時有效緩
解節前流動性緊張的狀況；外匯佔款增量在
一月份有望重新由負轉正。中金公司認為，
CPI回落速度放緩只是暫時，二月份開始將
加速下行，一季度末有望跌至 3%左右；財
政存款的投放不是能夠持續的，估計投放量
也不大；外匯佔款在一季度出現恢復性增長
雖是可以期待，但增量估計只有去年一季度
的三分之一，而且二季度有重新淨減少的可
能。所以，節後流動性要出現趨勢性的寬鬆
，依然需要央行持續下調法定準備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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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財政部昨日公布數據顯示，去年全
國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 2.26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2.8%，十二月
比十一月環比增長57.3%，結束此前連續五個
月的環比下滑態勢。去年全年，化工、建材
、電子、有色、煙草實現利潤同比增幅較大
；實現利潤同比降幅較大的為交通、鋼鐵、
醫藥、電力。

利潤總額增逾一成
財政部指出，納入統計的國企主要經濟效

益指標同比繼續保持增長，但增幅呈現逐步回
落態勢。有關數據顯示，去年七至十一月國企

利潤環比均為下降趨勢，其中，十月較九月的
環比跌幅最大，達到12.4%，其次為八月份比
七月份，環比跌幅也有10.5%，十二月則重拾
升軌。而從累計實現利潤總額表現看，今年前
七個月累計實現的升幅為24.4%，往後數月升
幅分別為 21.9%、19.4%、16%、13.7%，累計
至十二月，實現利潤總額升幅回落至12.8%。

去年累計實現利潤總額中，國有企業累計
實現利潤總額2.26萬億元，同比增長12.8%。
國有企業累計實現淨利潤1.7萬億元，其中歸
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淨利潤1.1萬億元。其中，
中央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1.5萬億元，同比
增長 11.5%，十二月比十一月環比增長 50.5%

。地方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7533.6億元
，同比增長15.6%，環比增長70.2%。

營業總收入36萬億
營業總收入方面。去年一至十二月，國有

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 36.8 萬億元，同比
增長 21.5%，十二月比十一月環比增長 10.8%
。其中，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 23.2
萬億元，同比增長20.9%，環比增長7.4%。地
方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 13.6 萬億元
，同比增長22.7%，環比增長16.6%。

數據並顯示，去年全年，國有企業成本費
用總額同比增長22.4%，其中，營業成本同比
增長22.9%，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
同比分別增長13.9%、14.7%和33.6%。銷售淨
利率同比下降0.4個百分點，至4.6%。淨資產
收益率同比下降0.1個百分點，至7.4%。成本
費用利潤率同比下降0.6個百分點，至6.5%。

中國央行雖已啟動逆回購操作，但市場資金仍然
緊絀，昨日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回購利率繼續全線大
幅上漲，21 天品種回購利率漲幅超過 300 個基點至
11.040%。市場再傳出央行向包括國有大行在內的部
分銀行機構進行定向逆回購操作，令昨日午後開始有
銀行在市場上大量拆出隔夜資金。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劉利剛在微博上
確認上述消息。他表示，央行昨日下午已進行大規模
的逆回購操作，但預期市場利率仍將保持高位運行。
他還指出一個新現象：短期利率上漲迅速可理解為春
節因素，而長期利率同樣居高不下，民間資本退潮可
能是重要原因，去年放出大量長期限流動性的銀行也
因此面臨頭寸緊張。

雖然周二央行已通過逆回購操作向貨幣市場投放
1690 億元（人民幣，下同）資金。但昨日回購利率
繼續上漲。1天上漲61.2個基點至8.132%，其他品種
的漲幅均逾 100 個基點。其中，21 天大幅上漲 309.9
個基點至 11.040%；7 天回購利率因為將跨過春節令
以實際期限至 11 天，當日成交量不多。當日市場更
偏好於接近11天的14天品種，其回購利率上漲126.1
個基點至8.656%。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十八日電】重慶市長黃奇帆
昨日在該市國資工作會上透露，今年重慶市屬國資企
業將進一步加強海外投資，投資額度在30至40億美
元。而為支持海外投資項目，該市國資委今年將負責
設立重慶海外投資基金，並與國際私募，國際投資集
團、民企資本一齊引入，結合銀行貸款、信用擔保等
，形成10至30億美元基金。

黃奇帆指出，該基金管理者相當於渝企海外投資
的參謀部，重慶的國企、民企只要在海外有好的項目
，在基金管理審核後均可參股。他又強調，參股比例
一定要控制在25%以內，並認為整個基金大致能夠支
撐百億美元的海外投資體系。

至於海外投資基金的管理方式，黃奇帆認為，最
好用私募基金的管理方式運作，相當於GP（政府財產
）的管理團隊，同時有LP（有限合夥人），重慶市國資
委是第一大股東，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均可入股。

另外，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崔堅透露，今年重慶將
全力推進埃塞俄比亞重慶工業園、重慶機電集團汽壓
機和飛機發動機零部件、重慶輕紡集團紙漿及造紙、
重慶水務集團環境能源等一批海外投資重點項目，確
保對外協議投資超過30億美元。

渝今年擬投資海外30億美元

傳央行再向市場注資

▶重慶市長
黃奇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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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國企經營理想，全年利潤超過兩萬億元

▲內地外商投資持續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