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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央票連停十周

據悉，中國銀監會已於二月下旬正式下發文件禁止票據信託業
務；對於存續的票據信託業務，銀監會也明確到期後應立即終止，
不得展期。這意味信託業務將正式退出銀信合作的理財產品領域。
分析人士指出，銀監會此舉是為了堵住銀行將表內貸款轉至表外的
渠道，提高信貸規模管控效率。

本報記者 彭巧容

銀監再出新招堵截表外貸款

銀行票據信託業務被禁

雨潤冀年銷售額破2500億

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認為，今年內地銀行
再融資的數量不會太大。他分析稱，由於內地銀
行去年盈利狀況比較好，目前銀行內源性補充資
本金的能力比過去強；同時，銀行融資還可以通
過其他渠道，比如通過定向增發的方式補充資本
，從以減輕對資本市場的壓力。

尚福林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貸
款規模要增加，銀行肯定要補充一部分資本金，
但由於去年盈利狀況比較好，目前銀行內源性補
充資本金的能力比過去強了。 「我們鼓勵銀行通
過內源性補充資本金。我們也在協調有關部門，
希望銀行能夠增加內源性補充資本金的來源和數
量。整體上來看，今年銀行再融資的數量不會太
大。」

有消息稱，銀行業的新監管標準或將在年內
實施，在目前市場對銀行再融資較為敏感下，有
記者問尚福林，監管機構是否會放鬆對銀行資本
充足率指標的要求，以避免銀行面臨較大的資本
壓力。他對此回應稱，目前新監管標準的實施還
沒有具體時間表，但 「我們會根據實際情況做一
些技術上的調整，總體上來說還是要執行新的監
管規則。」

二月份的金融數據快將公布，市場關注今
年一、二月的新增信貸可能維持在低位徘徊。
尚福林透露，銀監會希望今年銀行的信貸投放
節奏能夠按照經濟發展的趨勢要求均衡投放。
他說： 「就目前情況來看，信貸投放還是比較
均衡的。」

據權威人士透露，工行、建行、中行及農行四大國
有商業銀行二月份的新增貸款將近 2600 億元（人民幣
，下同），其中二月份的最後三天，集中投放超過800
億元。據悉，中行在最後三天貸款投放超過330億元，
全月新增貸款491億元；工行和農行全月新增貸款同為
731 億元；建行則保持穩健表現，其二月新增貸款為
638億元。

上月最後三日，四大國有銀行再次出現月末沖貸的
情況。據內地媒體昨日引述權威人士指出，截至上月二
十九日，四大行全月新增貸款將近 2600 億元，而截至
二十六日時僅為 1763 億元，這意味最後三天內，四
大行貸款集中投放超800億元，日均超200億元。 「儘
管最後三天貸款集中投放較多，但 2600 億元的水平仍
低於原先各行設定的額度。」上述權威人士稱，根據各
家銀行年初制定的信貸計劃，二月份四大行信貸額度在
3000億元右右。

至於存款方面，權威數據顯示，二月份，四大行新
增存款（包括同業存款）業已超過1.1萬億元，其中最
後三天新增存款超過 3000 億元。上述人士指出，四大
行中，資產規模最大的工行和存貸比最高的中行，分別
拿下了4612億元和3132億元存款的新增量，建行和農
行則分別增加1706億元和2203億元存款。

多位銀行業人士透露，受存款回升帶動，浦發銀
行、中信銀行等多家股份行二月份新增貸款量較一
月份有所提升。不出意外的話，二月份新增貸款將
在 7000 億元左右。不過，這些銀行業人士均表示，
實體經濟先行指標的下滑正在拖累信貸需求的增長
，同時高企的存貸比正在限制了中小銀行的信貸投
放能力。

交銀國際研究部總經理楊青麗指出，嚴格的 75%
貸存比監管實際上是剝奪了央行的存準率調控權，將
央行的存準率這一調控權束之高閣。她分析稱，無論
央行下調多少次存準率，由於 75%貸存比的限制，銀
行放貸能力仍受限制，如果存款增長乏力，貸款的增
長更成為困難的事。如果商業銀行為規避貸存比監管
，越來越多的存貸款會轉到表外，以更加市場化的利
率、以理財方式來進行經營，增加監管難度的同時，
也加大潛在風險。

【本報記者王學東、王春苗杭州六日電】記者今日
從浙江省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新聞通報會上獲悉，
本月下旬浙江將在香港舉辦 「浙江─香港現代服務業高
端人才洽談會」，並將推出職位950餘個，合作項目達
20 個，涉及設計金融、教育、商貿、旅遊、酒店、人
力資源服務等 20 多個行業，其中 200 多個需求職位面
向香港高校應屆畢業生。浙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姚志文
表示，香港的現代服務業發達，從香港招攬和吸引現代
服務業的高端人才能夠有效地推進浙江省的現代服務業
發展和經濟轉型升級。

據介紹，此次洽談會是浙江省連續第四年組團面向
香港招攬和吸引現代服務業高端人才。浙江省共有 60
餘家知名企事業單位參會，包括浙江大學、浙江海洋學
院等近 20 所高校，哇哈哈集團、浙江省通信產業服務
公司等 30 多家大型集團公司，財通證券、浙商期貨等
近10家金融服務業企業，還專門組織15家人力資源服
務業企業與香港人才服務業企業對接洽談。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在 「千人計劃」中拓展出一個
子項目 「海鷗計劃」，重點引進連續三年在浙江省工作
兩至六個月的海外高層次創新人才，讓這些不能全職回
國的海外人才可以像海鷗一樣來去自由。這個 「海鷗計
劃」引起了不少海外人才的關注。

二○一○年引進的145名 「千人計劃」創業人才中
，目前創業企業157家，年銷售額超1000萬元（人民幣
，下同）的企業 41 家，利潤 500 萬元以上的企業 19 家
，累計已上交利稅5.4億元。

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數以萬計的
小微企業在內外部環境急劇變化中掙
扎浮沉，很多企業難逃厄運，但也有
不少企業轉變思路、積極自救，位於
江西省樟樹市的雙佳製衣廠就是其中
一個成功例子。雙佳製衣廠負責人龔
智敏直言： 「小微企業要靈活應變，
存活下來才有希望。初創期尋找合作
夥伴是必要的，以期借助 『大魚』的
力量助長自身實力。」

自○八年以來，全球經濟衰退和
沿海城市 「騰籠換鳥」形成對內地城
市的疊加影響。一方面是經濟增速放
緩，另一方面則是承接產業轉移的機
遇降臨，越來越多的沿海加工類企業
搬遷而來。江西雙佳製衣廠便誕生於
這樣的大背景中，因為目睹沿海用工
成本上升、傳統製造業不堪重負、遷
往內地省份勢在必行，幾個曾在粵、
閩等沿海省份服裝廠打工的年輕人走

上回鄉創業之路。

訂單決定企業命運
與中大型企業不同，小微企業最

大的問題不是缺現金、缺人力，而是
缺訂單，因為訂單是生存的根本。二
○一○年， 「全球經濟二次衰退」的
聲音甚囂塵上，發達國家居民也紛紛
收縮需求、節約開支，這對於內地出
口加工製造類企業無異於致命一擊。

龔智敏回想起二○一○年，工廠
是「飽一頓饑一頓」，訂單不穩、人心
也不穩、工人工作效率低，管理難度
大。為了延續工廠的生存，幾個合夥
人睡旅館、吃快餐，幾乎每周都要奔
赴福建、廣東的大型服裝企業跑單。
「你沒有議價權、也沒有選單權，能有單
做就不錯了，有時虧本的單也接。」

龔智敏表示： 「跑出來的單基本
上沒有利潤，對方把價壓得很低。而
且隱形成本很高，因為雙方缺乏長期
且深入的合作，互相不夠信任，對方
不肯把利潤高的訂單原料發過來，擔
心我們工廠做不好；成品做好後，我

們也不敢立即發過去，擔心對方不付
款，需要對方現金提貨。」

依附大企業拓商機
這種糾結持續到二○一一年中，

微利保本的經營策略並非長久之道，
雙佳製衣廠開始尋找合作夥伴。龔智
敏表示，二○一一年下半年，他們與
深圳一家大型服裝廠接洽合作，同意
對方資金入股佔工廠 50%的股份，同
時爭取到優先接單權。

由於有了源源不斷的訂單，雙佳
製衣廠的經營管理走向良性，企業利
潤漸有起色。春節前的幾個月，為了
趕交訂單，工人們每天幾乎工作十多
個小時，同時，按件計工資的制度也
激發了工人的熱情，不少工人晚上九
點還在工作，掙的工資報酬少則2000
多元（人民幣，下同），高則4000多
元。工廠效益好了，人心自然穩定，
加上工作時間靈活，可兼顧照料家庭
，越來越多在沿海打工的務工人員回
鄉就業。

龔智敏說，在全球經濟疲軟、債
務危機層出不窮、國內經濟結構調整
遇阻、內憂外患突出的境地下，轉變
發展方式，提高創新能力，重外部
「輸血」、更重自我 「造血」才能提

高小微企業抵禦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
的能力。

【本報記者陳旻北京六日電】全國人大代表、
雨潤集團董事長祝義才對本報記者表示，該集團計
劃至二○一五年，實現生豬屠宰產能 1 億頭，年銷
售收入突破2500億元（人民幣，下同），躋身世界
500強，成為全球最大的食品企業之一。

實施全產業鏈發展戰略
祝義才表示，集團將全面進行農業產業轉型升

級，重點提升農業產業化的規模和效率。在初加工
領域，雨潤新建現代化五星級屠宰工廠，引進世界
一流成套流水線，提升產能利用率，強化節能減排
，保障食品安全。目前，他們在南京六合投資10億
元建設的年屠宰 300 萬頭生豬基地，正在緊鑼密鼓
地籌建當中，投產後將有助於南京淘汰 50%以上落
後產能。在深加工領域，雨潤在浦口綜合投資30億
元的食品工業園，代表全球現代化和自動化程度最

高水平，有助於南京推進新型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同步發展。

同時，雨潤將把農副產品物流作為下一個重點
發展的支柱產業。目前，雨潤正在西安、成都、瀋
陽、天津等 20 多個區域中心城市，投資建設「雨潤
農副產品全球採購中心」，實現「基地直供、廠家直
銷、終端配送、電子結算」的新模式，創造中國農產
品生產交易的新平台，實現物聯產銷、惠及全民的
新局面，從而構建起現代化的農副產品流通體系。

針對如何降低食品安全風險問題，祝義才認為
，關鍵在於實施全產業鏈發展戰略。而雨潤率先在
肉食品行業實踐全產業鏈經營模式，縱向覆蓋種植
、飼料、育種、養殖、屠宰、精深加工、生物製藥
、冷鏈物流；橫向聯手國際、國內品牌企業拓寬業
務範圍，涉及包裝、印刷、皮革加工、機械製造等
領域；產業遍及豬、牛、羊等；在上游，雨潤不斷

新建大型現代化養殖基地，提高原料生豬自給比例
，降低原料風險。

去年銷售收入增四成
在加工環節，雨潤實施全程質量控制體系，確

保產品出廠安全。而在下游，通過 0-4℃全程冷鏈
運輸體系，確保產品安全到達消費終端。至於研發
環節，則通過技術創新，不斷向消費者提供更健康
更美味的食品。他稱，「雨潤已發展成為從田頭到餐
桌的全鏈經營企業。」

據介紹，去年雨潤實現銷售收入 907 億元，同
比增長 40%。企業綜合實力位列中國企業 500 強中
排名第 128 位。而截至去年底，集團上游生豬屠宰
產能達4500萬頭，穩居世界首位。雨潤牌低溫肉製
品市場佔有率則連續十四年位列全國第一，高星級
酒店市場份額佔70%以上。 ▲雨潤集團董事長祝義才

中國人民銀行昨日僅開展了二十八
天期正回購操作，一年期央票連續第十
周停發。分析指出，本周公開市場到期
量增至630億元，因此正回購量相應增
加，而央票繼續停發主要是擔憂市場大
量需求將壓低發行收益率，進而加重市
場對於貨幣政策放鬆的預期。

央行昨日在公開市場共進行了300
億元（人民幣，下同）二十八天期正回
購操作，交易量較上周二同品種的100
億元明顯有所放大，中標利率則持平於
2.80%。一位券商交易員表示，央行公
開市場操作體現了其對未來流動性的審
慎預期，以及準確靈活、避免超調的方

針。鑒於三月流動性趨於寬鬆，預計央
行公開市場操作將面臨選擇。而就目前
來看，短期內央行仍將主要通過正回購
操作來回籠流動性。

上述交易員表示，當前一年期央票
一、二級市場利率幾乎平價，但隨資
金面的寬鬆，一年期央票收益率將出現
下行，屆時一、二級溢價再現，如果保
持目前的發行利率，機構的需求料將非
常旺盛，這會提高央行的回籠成本，而
如果降低央票發行利率，那又會給投資
者傳遞降息預期，這也是央行所不願看
到的。由此，多數券商預計，「維穩」仍
將成為現階段公開市場操作的主基調。

光大銀行首席宏觀分析師盛宏清則
認為，央行是否繼續維持資金面寬裕主
要考慮通脹水平及走勢。如果二月份消
費價格指數（CPI）已回落到低點，央
行就不會收緊貨幣供應；相反，如果通
脹維持高位，央行則將考慮重啟央票、
收縮信貸等。據他預計，二月份CPI將
在 2.9%，央行近期將會維持資金面的
寬鬆狀態。

資金價格方面，昨日上海銀行同業
拆借利率（Shibor）持續全線下行。隔
夜 Shibor 利率下跌 13.11 個基點，報收
2.3154%，再創去年五月份以來的新低
；七天 Shibor 利率下跌 0.94 個基點至

3.1298%；只有十四天 Shibor 利率反向
微漲 1.75 個基點，報收 3.6842%；其餘
期限Shibor品種皆有不同程度下行，顯
示目前資金面總體比較寬鬆。

不過亦有部分固定收益研究員指出
，未來幾周公開市場到期及回籠均會發
力，同時，央行在公開市場的執行力度
上也表明目前的監管層目標僅僅是維持
資金面 「中性」或維持資金面平穩，因
此，回購利率再度大幅下行的概率受限
，七天回購亦難以長時間突破 3.5%的
中樞。基於上述判斷，儘管自上周開始
，資金成本出現了大幅下降，但未來不
確定性依然比較大。

新聞故事 靈活求變 小企重生
本報記者 毛麗娟

▶小微企業
頑強求生、
靈活應變，
圖為內地一
家服裝加工
廠節後忙碌
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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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監會在這份名為《關於信託公司
票據信託業務等有關事項的通知》（下
稱《通知》）中要求，信託公司不得與
商業銀行開展各種形式的票據資產轉讓
∕受讓業務。據內地媒體昨日引述消息
稱，雖然監管層曾考慮通過提高票據信
託業務的風險係數，以限制票據信託的
異常增長。但最後，為了堵住銀行將表
內貸款轉至表外的渠道，提高信貸規模
管控效率，監管層最終還是採取了全面
叫停的方式。

存續業務到期後終止
早在今年一月，銀監會就曾電話通

知各家信託公司，要求停止票據信託業
務。但由於當時是以窗口指導形式 「叫
停」，其時市場還對該項業務能在日後
重啟存在希望。直至是次正式發文，有
信託業人士指出，在此次正式下發的文
件中，沒有提 「暫停」，給出的要求是
「不得」，換句話說是禁止此項業務，

即票據信託業務現階段重啟無望。
對於市場現有的票據信託產品，

《通知》也給出明確的指引，就是存續

的票據信託業務，信託公司應加強風險
管理，信託項目存續期間不得開展新的
票據業務，到期後應立即終止，不得展
期。這意味現有的票據信託產品到期後
，票據信託業務將正式消失在銀信合作
的理財產品領域。

票據信託是商業銀行將已貼現的未
到期的銀行承兌票據，以約定的利率轉
讓給特定的信託計劃，而對應的理財計
劃的投資者，作為特定理財計劃的委託
人和受益人，獲得相對應的理財收益率
。發行這類產品，很多都是銀行自找票
據、自找客戶，信託公司僅僅提供平台。

有業內預計，目前票據信託存量約
2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但事實
上，現時並沒有確切的統計渠道統計票
據信託的規模。而票據信託業務之所以
備受關注，與其自去年下半年出現的
「井噴」情況有莫大關係。

據普益財富的統計數據，在二○○
三至○八年，僅有 6 家信託公司成立 8
款此類產品。但到二○一一年，卻有
16家信託公司成立282款此類集合信託
。普益財富研究員范傑對此指出，票據

信託在去年上半年還很少，但其後 「得
益」於銀行理財產品相關監管政策的嚴
格，票據信託在去年下半年出現爆發式
增長。

去年下半年業務量激增
在票據信託產品中，信託公司將這

些工作外包給銀行，主要的 「工序」都
落在銀行身上。銀行需對票據進行逐一
辨別真偽、清理、打包。銀行在轉讓票
據時背書，保管票據，並負責到期向票
據承兌行收款，託收行獲得千分之五左

右的手續費。因為票據信託能幫助銀行
將表內資產轉出，在不佔用信貸規模的
情況下，既實現了銀行資金投放，又可
獲得中間業務收入，所以銀行積極參與
該項業務。

或是有見及此，銀監會在《通知》
上再次強調，在銀信合作業務中，信託
公司應堅持自主管理原則，並嚴格遵守
融資類業務餘額佔銀信合作業務餘額的
比例不得超過30%等有關規定。對已超
過上述比例要求的信託公司，應立即停
止開展融資類銀信合作業務。

四大行二月放貸26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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