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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

四大行三月放貸驟減

瑞房首兩月銷售勝去年

新天地新天地冀年內上市冀年內上市
中央暗示樓市調控措施不會放鬆，市場亦普遍估計樓

價今年會繼續下跌，不過瑞安房地產（00272）表示無意
減價賣樓，旗下項目的售價企得很穩，1至2月的銷情較
去年同期要好。主席羅康瑞透露，將旗下新天地等核心資
產打包以產業信託（REIT）方式上市一事，已在積極籌
備中，他希望下半年能實現在港交所上市。

【本報記者盧燕琴北京七日電】

去年
3 月 卸 下
瑞安房地
產行政總

裁（CEO）職務的羅康瑞，其實並不
因此而變得更空閒。他說，以為自己
不做 CEO 後會很得閒，但其實是 「完
全無得閒到」。他說： 「我都唔明點
解，我覺得自己好失敗啊！」

他說，自己「好多事」要做，例如
研究全球形勢、內地調控對樓市短期
、長期的影響等，很多部署要做。他

現時多了時間去思考及深入研究，做
更多策略性的事情，會給建議別人或
公司同事等。至於長時間思考會否令
自己變成一位經濟學家，他則笑言經
濟學家不易做。

羅康瑞今年參加全國兩會，一連
十幾日，太太朱玲玲未有相伴而來。
他說，主要是因為北京每日都有活動
，他不願意丟下太太在京，而且太太
要在香港陪爸爸。雖然妻子有致電要
他早點回港，由於公務繁忙，他說自己
最快都要下星期二（13日）才能回去。

去年中國乘用車銷量同比增長
5.2%的幅度創出新世紀以來最低，對
於新一年的車市，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此前曾預測，今年乘用車銷量有望同
比增長 9.5%。不過，國家工信部部長
苗圩昨日卻表示，乘用車市場 9.5%這
個增幅很難達到。全國乘用車聯席會
亦預計，三月乘用車產銷量將出現同
比負增長。

中汽協此前根據聯合相關機構和整
車生產企業的研究結果做出預測，今年
中國汽車銷量約在 2000 萬輛左右，增
長率在 8%左右。其中，乘用車銷量約
在 1587 萬輛左右，增長率在 9.5%左右
，商用車銷量在411萬輛左右，增長率
在2%左右，而出口約在105至110萬輛
之間，同比增長在25%-30%之間。

至於全國乘用車聯席會最新數據則
顯示，二月乘用車產銷量分別為124.46

萬輛和 109.35 萬輛，分別同比增長
29.0% 和 22.3% ， 環 比 增 長 17.2%
和-6.7%。由於二月份工作日同比增多
，使得產銷量同比大幅增長，不過終端
銷售量遠低於車企的實際產量和經銷商
的批發量。

數據顯示，二月份廣義乘用車批發
銷量為 121.03 萬輛，環比增長 4%；但
終端銷量為 109.35 萬輛，環比下滑了
6.7%；當月狹義乘用車市場銷量89.8萬
輛，同比去年70.3萬輛增長27.7%。

這個數據顯示，二月份車市在京滬
兩地市場的帶動下，似乎開始出現回暖
的跡象。不過全國乘用車聯席會秘書長
饒達則認為，二月份狹義乘用車市場批
發銷量實現同比正增長，但終端銷量的
環比仍是負增長，這裡還包括了一些去
年隱藏的銷量吐出，否則市場會更差一
點。

羅康瑞周四在北京接受本報
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央未有放鬆
樓市調控措施打算，主要是由於
過去幾年樓價升得太快，當局今
年決心打壓樓價。不過，土地資
源稀缺、經濟增速高及城市化快
，令到市場的剛性需求仍在。

三月銷售情況轉靜
他指出，目前市場仍有充裕

的資金，投資者亦在等候樓價見
底，其實現時尚有很多買家。瑞
房旗下的項目依然有銷情，他透
露，1至2月的銷售相對去年是好
了點。因此，他認為不減價是公
司作為開發商負責任的做法，所
以公司寧願賣慢點，亦未有減價
的需要。他補充，該等項目亦不
曾加價。

他解釋，1至2月由於市場憧
憬樓市調控放鬆，因此銷售忽然
上升，但在中央日前釋放繼續緊
縮政策訊號後，3 月的銷售情況
變靜。

至於接下來的日子，瑞房將
如何推盤，他表示，會根據公司
的現金流、支出收入平衡而定。
他說，看到目前的金融市場仍然
不明朗，歐債危機長期未有解決
辦法，種種不明朗因素促使公司
決定持有更多的現金，以免日後
借貸無門。

繼年初兩次發債後，瑞房目
前手持超過 100 億元現金，暫時
未有計劃再發債。他稱，該筆現
金公司會用於上海的動遷工作，
以及物色適合的地皮等方面。瑞
房目前在上海、重慶、武漢、大
連及佛山五大城市有項目，現時
考慮的項目都在該五個城市內，
未有開拓新城市的計劃。

人力有限不會盲目擴張
他透露，今次兩會期間，有

很多城市邀請瑞房到當地發展，
因為公司能建造地標，推動當地
經濟，不過他認為目前資源有限
，尤其是人力資源有限，公司不

能說去做就做。他補充，公司日
後開發新的項目時，會考慮能為
公司作出貢獻的合作者，並不希
望純粹投入資金的合作夥伴。

另外，將旗下包括新天地在
內等的核心資產打包，以 REIT
形式上市一事，他透露，正在積
極籌備中，由於投行正在作出有
關安排，未能透露具體的集資金
額。被問及姐妹公司瑞安建業
（00983）曾經計劃分拆其水泥業
務的進展時，羅康瑞說，由於公
司將於本月21日會公布業績，股
價敏感資料未能透露，他亦未有
透露公司現時的負債水平。

他續說，公司目前的政策是
，將新天地、企業天地等核心資
產打包上市，此部分會相當有分
量，比如企業天地的租金回報超
過 20%；至於包括商廈在內的非
核心資產則用於銷售。他補充，
在公司1100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
中，有一半是商業和寫字樓，仍
有很多資源可以建造產品銷售。

根據公司早前的公告，2011
全年銷售達 107 億元（人民幣，
下同），其中住宅及商業地產的
比重約為6：4。羅康瑞稱，要待
業績公布日，才宣布公司今年的
銷售目標。

在二月下旬猛沖之後，三月初四大
行信貸投放迅速萎縮。據知情人士透露
，三月頭四天，工行、農行、中行、建
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新增貸款錄得負增
長約300億元（人民幣，下同），這主
要是需求不旺所致。不過，交通銀行發
表最新研究報告認為，未來隨政策適
度放鬆，銀行信貸投放能力增強，積極
財政政策開始實施、融資平台貸款相關
政策明朗也將助推信貸需求增長，預計

信貸餘額增速呈逐步回升的態勢。
據內地媒體昨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由今年初至本月四日，四大行新增人
民幣貸款總額為 5500 億元，而二月四
大行新增規模約 2600 億元，一月新增
量則為 3200 億元左右，即一至二月新
增總計規模為 5800 億元左右；由此可
見，三月前四天四大行新增貸款規模萎
縮300億元左右。

有業內人士指出： 「上個月最後兩

天，某大行放出了200多億元，但多數
是幫助友好企業渡過月底結帳的時點，
一旦到了下個月就還銀行了，自然出現
貸款餘額減少的情況。」上述知情人士則
表示，目前負增長的原因主要是需求不
旺所致，比如地方融資平台，在未嚴控
之前，銀行一筆貸款投放可能就達幾百
億元；但嚴控之後，這一信貸投放出口
基本被壓制，自然導致信貸投放乏力局
面的出現。而從目前的情況看，他認為

四大行信貸投放量時點的波動很正常。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亦發表

報告稱，外部需求不振、企業盈利預期
下降，房地產開發貸款和融資平台貸款
受到限制，住房成交量低迷的情況下，
個人貸款需求也難以明顯轉好；因此，
目前信貸需求不足，春節因素導致很多
企業推遲開工則進一步放大了這種效應
。另一方面，受存貸比和高準備金率的
限制，銀行放貸能力也不強。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監會主席助
理閻慶民昨日接受採訪時表示，要積極
吸收民間資本投資，引導合理安排主發
起行與民間資本的投資入股比例，大力
引進當地股東特別是涉農企業股東。他
同時表示，在鼓勵民間資本組建村鎮銀
行過程中，目前不放開法人銀行業金融
機構持股比例不低於20%的限制。

對於村鎮銀行股東，銀監會要求銀
行業金融機構作為村鎮銀行主發起人，
持股比例不低於20%，其餘股本均可引
進合格的企業法人和自然人參與投資入
股。對此，有代表委員建議放寬村鎮銀
行發起人的資格限制，即不必20%的資
本金都在銀行業金融機構控制之下。

不過，閻慶民強調，村鎮銀行是持
有經營牌照的銀行，是經營貨幣的特殊
企業，經營要更加審慎，對公眾負責、
對存款人負責。從風險、責任的角度來

看，20%這個要求是有根據的。他說，
銀監會認為，堅持 「銀行業金融機構作
為村鎮銀行主發起人」的要求，有利於
防範金融風險、保護存款人利益。

他又表示，培育發展村鎮銀行是解
決 「三農」和農村小微企業融資難的有
效途徑。下一步，銀監會將繼續積極穩
妥培育村鎮銀行，及時完善政策措施，
把村鎮銀行培育發展工作抓實抓好。與
此同時，目前銀監會正在進一步梳理民
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相關規定，下一步
將出台有關實施細則，適當時將嘗試一
些突破。

事實上，針對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
領域，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已表示，民間
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基本和國有資本進入
是同樣標準。另據銀監會統計顯示，截至
去年末，已批准組建的726家村鎮銀行
股權結構中，民間資本佔比超過82%。

國家工信部原部長李毅中在兩會
活動期間透露，官方已有民資進入基
礎電信領域的時間表，現在正由工信
部制定實施細則和方案。此外，他又
表示，中國正醞釀組建大型稀土公司
，第一批選址可能在內蒙古包頭市，
並將考慮跨國經營。

中國的民間資本一直活躍在電信
行業的二級運營領域，但鮮有機會進
入網絡設施和基礎電信業務領域。李
毅中昨日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現時

內地三大電信公司都是上市公司，民
資、外資都已經參與其中，只是三大
電信公司的社會流通股並不大，目前
只有 30%左右。官方正在制定民資進
入基礎電信領域的實施細則和方案，
會保證民資有序進入這一領域。

他又透露，過去數年，中國每年
的電信資費下降幅度約為9%。不斷降
低資費是通訊業改革開放的一個原則
，還會繼續推進。不過，政府無法指
定電信資費每年降低多少的指標。電

信業需要尊重市場規則，通過競爭、
管理、技術進步等逐步降低資費標準
。此外，4G已被國際電聯確定為國際
的標準之一，現在正在進行商業化、
市場化的試點。估計兩年或者再多一
點，就可以商業化、市場化。

就回應關於稀土產業的提問時，
李毅中表示，在經過一年多的調研，
國家出台了稀土管理方法，開發源頭
上有序開放，治止私挖亂採；加工過
程中不盲目，提高效率。稀土工業開

始得到整頓。現在國家正在醞釀組建
大型稀土公司，有可能會依託包鋼。
他指出，中國稀土產地主要集中在內
蒙古包頭、江西贛州等地，應當從上
述地區選取幾個地方，建立稀土企業
的 「龍頭」，把寶貴的資源利用好，
並考慮跨國經營。

國家能源局確定到二○一五年中
國總能耗控制在41億噸標準煤的目標
。李毅中直指，目前中國的能耗增長
過快，當前形勢十分嚴峻，如不加以
控制，到二○二○年可能將在現有水
準上再翻一番。他認為，必須採取非常
措施，才可能有希望達成這一目標。

◀▶◀▶羅康瑞表羅康瑞表
示，瑞安會減示，瑞安會減
慢售樓速度，慢售樓速度，
但不會減價賣但不會減價賣
樓，該公司暫樓，該公司暫
時未有計劃再時未有計劃再
發債發債

卸任總裁更忙碌

【本報記者李小聰石家莊八日電】記者從全國
「兩會」河北開放日上獲悉，河北省省委書記張慶黎

將在四月中旬帶隊到港招商，推動河北與香港在先進
製造、研發、金融、物流、旅遊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
，並拜訪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以及企業界人士。這
是他自去年八月調任河北以來首次到港推介河北。

重點推介沿海地區
據了解，2012年河北省（香港）投資貿易洽談會

以 「沿海大省．京畿重地新商機」為主題，重點向海
外推介河北沿海地區發展新機遇。去年十月《河北沿
海發展規劃》獲國家發改委批覆，河北沿海地區被規

劃為 「環渤海地區新興增長區域，京津城市功能拓展
和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全國重要的新型工業化基
地，中國開放合作的新高地和北方沿海生態良好的宜
居區」。

洽談會期間，河北將在港組織兩場整體推介活動
，一是香港媒體高層見面會，二是沿海大省．京畿重
地投資環境說明會暨項目簽約儀式，並舉辦多場專項
對接活動，包括推介沿海地區重點項目的曹妃甸新區
合作項目對接會、渤海新區合作項目對接會、北戴河
新區合作項目對接會，以及冀港新興戰略產業合作項
目對接會、河北企業赴港上市推介會、冀港產學研合
作項目懇談會、冀港文化產業合作項目對接會、冀港

旅遊合作洽談會等。

港商投資企業逾千家
張慶黎向中外媒體表示，河北要走向世界，要讓

世界更多的了解河北，要把河北的省情優勢和下一步
在哪些領域、哪些方面需要合作及時宣傳出去。正在
香港做前期聯絡對接工作的河北省商務廳廳長王志欣
在電話中告訴記者，本屆洽談會將按照 「大、中小型
活動相結合」的原則，對主要活動組織形式進行創新
和改進。大型活動突出擴大影響，中型活動突出有效
對接，小型活動突出深入洽談。

據悉，香港多年來一直是河北引進外資的第一來
源地，截至去年，香港在河北直接投資已達到 148 億
元人民幣，佔河北省利用外商投資的42.1%，在河北投
資的港資企業超過1100家，佔該省利用外商投資的三
分之一。

河北四月赴港招商

▲河北省省委書記張慶黎

銀監籲吸收民間資本投資 苗圩：乘用車銷量不樂觀

作為福建省的用工大市，泉州素
有 「民辦經濟特區」之稱。記者日前
在泉州市人才市場看到，來自天南地
北的外來務工人員從火車站下車後，
拎行李直接到人才市場 「探營」，
其中不少是即將畢業的大學生。

來自福建大田縣的小孫是泉州華
僑大學一名應屆畢業生，因家庭經濟
能力有限，他不打算繼續考研，想早
一點出來工作減輕家裡負擔，但他投
了十幾份簡歷，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接
到一家用工單位的面試通知。小孫表
示，他在學校主修廣告設計專業。雖
然自己所學專業並非 「冷門」，但如
今的用工單位更看重求職者的從業經
驗和專業技能，像他這種來自 「象牙
塔」內的應屆生，已不如當年那樣成
為用工單位爭相搶奪的對象。

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周三在兩會
上表示，中國在就業方面仍面臨巨大的壓力，今年城
鎮需要安排的就業人數達到 2500 萬人，其中超過一半
是青年就業者，即大中專畢業生。

據泉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員介紹，面對招聘崗
位多、知名企業多等情況，很多技術型人才也希望在春
節後的招聘會上找到更好的工作，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給應屆畢業生的求職增加了難度。

福建中宇衛浴負責現場招聘的張小姐表示，人才先
得有 「價」，然後才能有 「市」。與技術型人才相比，
應屆畢業生一是缺乏實踐工作經驗，二是薪資期望過高
，三是工作流動性大。張小姐說，從往年招聘的情況來
看，應屆畢業生容易 「跳槽」，滿足不了公司對人才戰
略的需求。

對此，福建師範大學畢業生就業指導辦公室副主任
林明惠表示，應屆畢業生應調整心態，腳踏實地，不要
刻意去追求高職位和高薪酬待遇。 「應放低姿態，提升
用工單位的良好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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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首場新春大中專畢業生供
需見面會上，擠滿了前來應聘的求
職隊伍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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