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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公路債務全國公路債務逾五萬億逾五萬億
專家籲遏制地方政府擴張投資

中交建集團中國公路工程諮詢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志軍日
前在全國兩會上提交的提案指出，中國公路行業債務總規模已超5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債務風險顯現。有專家表示，風險總體
可控，但非收費公路債務風險較大。建議首先要遏制地方政府投資
擴張的衝動，其次是對這些負債進行評估和盤點。

本報記者 羅縈韻

人幣點心債擬倫敦上市
■天津SM城市廣場動工

蘭州市經濟合作招商推介會暨項目簽約儀式昨日在香港
舉行，會上簽約的項目有六個，協議引資逾100億元人民幣
。甘肅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陸武成在會上致辭表示，近
年來香港與蘭州在經濟、文化、旅遊等領域交流合作不斷擴
展，是次來港主要是考察招商和擴大交流。他並稱，目前蘭
州的發展已進入轉型跨越、率先崛起的新階段，也會積極主
動為投資蘭州的客商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推八大類產業招商
當日簽約的六個協議涉及基礎建設、新醫藥、文化休閒

、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另據蘭州市提供的招商資料，是次蘭
州來港推介的多元支柱產業招商項目涉及八大類共140項，
八大類計有石油化工業、有色冶金業、裝備製造業、能源和
新能源產業、戰略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文化旅遊、特色
農產品深加工產業。

陸武成透露，是次來港已先後考察了一些市政建設和一
些企業，與企業家們進行交流洽談，在加深對香港了解和認
識的同時，在合作發展上也收到可喜成績，已達到預期效果
。他指出，香港是國際化的大都市，不僅在國際金融、貿易
、航運、旅遊等方面處於世界領先位置，而且也是全球最具
吸引力、最具影響力、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區之一。而蘭州，

已成為中國重要的工業基地、交通樞紐、商流中心和區域性
現代新型城市，在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形成較明顯的比
較優勢和後發優勢。

工業基礎較雄厚
據陸武成介紹，蘭州發展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主要有

五方面：礦產資源比較豐集。境內探明可開發的礦產資源就
達 9 大類 35 個礦種。同時，蘭州還是石油化工、有色冶金
的原材生產基地。此外，蘭州還毗鄰中國著名的 「銅城」白
銀和 「鎳都」金昌，這些都為蘭州發展各類工業產業創造十
分有利的條件。

蘭州的工業基礎也比較雄厚，已形成以石油化工、有色
冶金、裝備製造、能源動力、生物醫藥、建築建材、輕紡食
品、電子電器等工業基礎雄厚，發展新能源、新材料、新醫
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都具有很好的基礎和條件。蘭州發展
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還有區位優勢比較明顯，發展空間比
較充足，人力資源比較豐富。

他強調，近年來，蘭州在改善和優化投資軟環境上已採
取一系列強而有力的工作舉措，提高辦事效率和質量，為外
地客商到蘭州投資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蘭州會繼續積極主
動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共享發展機遇，共創美好未來。

【本報記者趙君天津十二日電】位於天津空港經濟
區的天津濱海第一城──天津SM城市廣場工程主體結
構正式開工。該項目總投資 30 億元人民幣，建築面積
約 53 萬平方米，預計明年年底竣工開業，屆時將成為
亞洲單體純商業面積最大的購物中心。

天津 SM 城市廣場工程由亞洲商業巨擘菲律賓 SM
集團投資興建，SM集團是全球最大的購物中心開發商
和運營商之一，核心業務涵蓋購物中心、酒店、零售
、銀行、金融服務和旅遊業等領域。中建三局建設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工程佔地面積 43 萬平方米，總
建築面積 53 萬平方米，地上三層，局部四層，具有單
體體量大、建築框架跨度大等特點，該工程總工期為
600天。

這份名為《關於進一步完善收費公
路政策的提案》稱，早於去年六月，國
家交通運輸部等五部委開展了收費公路
專項清理工作。根據第一階段調查摸底
結果，到一○年底，全國收費公路里程
約 15.6 萬公里，累計債務餘額為 2.35
萬億元，其中貸款餘額為 2.13 萬億元
，其他債務餘額為 0.22 萬億元；如果
再加上在建收費公路、已撤銷政府還貸
二級公路、打捆貸款和地方融資平台配
套資金等形成的債務，公路行業債務總
規模預計將超過5萬億元。

對銀行構成財務風險
對於公路行業出現大規模負債，國

家行政學院教授張孝德認為，主要原因
是，地方政府基於良好的收入預期，對
未來的經濟增長看好。如果中國經濟維
持健康增長，公路的這些負債會在相對
安全的範圍內；但是如果經濟增長不如
預期，那麼這些負債的風險就會加大。

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投資體制與
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吳亞平指出，收費公

路當前主要面臨的是短期流動性風險的
考驗；而非收費公路，即地方政府通過
融資平台建設的普通公路，則存在較
大的債務風險。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
究所交通運輸技術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
文龍還認為，由於公路建設資金佔地方
融資平台融資比重較大，這也對銀行構
成了較大的財務風險。

有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很多省市高
速公路應付利息總規模已超過收入總規
模。今年公路基建的資金會更加緊張，
因為今年的一些預算資金已在去年透支
了。但即使在這種情形下，很多地方政
府仍在大力推進公路基建尤其是高速公
路的建設，並且這種投資力度比去年還
要大。

建議加大國家財政投入
因此，張孝德認為，目前的主要任

務還不是去化解這5萬億元的風險，而
是先要遏制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的衝動，
終止風險的蔓延；其次是對這5萬億元
的負債進行評估和盤點，看看它集中在

哪些領域，哪些是可以償還的，哪些風
險是短期內可能會凸顯出來的，這些問
題不解決目前很難說拿出具體措施。

至於公路行業當前面對的融資難問
題，多位來自交通系統的委員表示，應
該加大國家財政對公路建設的支持力度
，對收費公路建設投資實行低息貸款，
以便化解公路債務風險。李志軍表示，
目前高速公路收費的模式可以延續，因
為高速公路提供的是優質增值的服務。
但同時應該保證二級公路為主的次幹線

公路網適用普惠性原則而不收費，用公
共財政撥款的方式維持運營。

對於已產生的累積債務，則結合
中央和地方財政適時地分階段、分情
況地解決。此外，他還建議通過中央
財政轉移支付，設立公路建設基金，
慢慢滾動修其他的路。同時制定特許
經營法，賦予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投
資商高速公路特許經營權，對責、權
、益進行規範，引導非公企業進入基
礎設施建設領域。

據外電昨日報道稱，農業發展銀行
、國家開發銀行及中國進出口銀行等內
地三家政策性銀行正準備發行人民幣點
心債，並會首次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掛牌
上市，主打歐洲投資者，反映中國及英
國政策希望將倫敦發展為另一個人民幣
離岸中心。與此同時，韓國央行及科威
特投資局分別獲得3億美元的人民幣證
券及債券投資額度。

事實上，包括倫敦、新加坡在內的
多個地區都對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興趣
頗大，且已開始積極組建相關業務。這
一興趣的背後，是中央穩步推進人民幣
國際化。而在今年一月，國家發改委正
式批准包括國開行、進出口行、農發行

等3家政策性銀行，及工行、農行、中
行、建行、交行、東亞（中國）及豐
（中國）等7家商業銀行，赴港發行點
心債，發行總額為250億元。

據渣打銀行一份報告測算，今年
底香港點心債券市場投資規模將達到
3500 億至 4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
，新發行點心債券將折合約 1800 億元
，新的供應將很容易被市場吸收。但
該報告還指出，鑒於離岸人民幣貸款
需求增長，離岸人民幣存款利率必將
進一步攀升，點心債的發行成本可能
提高。

星展銀行財資市場部董事總經理及
固定收入業務總監李福陳則指出，在環

球市況波動下，目前已有企業以點心債
作為美元債的另一選擇。他預期，點心
債今年發行量達 2500 億至 3000 億元。
他續稱，現時點心債的基準規模介乎
10 億至 15 億元，反映市場發展仍處初
階，相對發展成熟的美元債和坡元債，
前者基準規模為 5 億至 10 億美元，坡
元債則為5億坡元。而隨點心債市場
逐步成熟，基準規模將愈來愈大。

另一方面，韓國央行昨日發表聲明
稱，中國政府已授予其3億美元的人民
幣證券投資額度，只要準備工作一旦完
成，將盡快開始投資中國資產。韓國央
行一月份曾表示，已獲得中國央行許可
在中國境內銀行間市場購買人民幣計價

債券，並獲得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I）資格，可以在滬深兩個市場
購買股票。

另據外電引述國營科威特通訊社
報道，國家外匯管理局日前已給予科
威特投資局（KIA）3 億美元的初始投
資配額，允許其購買在中國以人民幣
計價的股票和債券，從而使該機構能
進一步實現投資多元化。報道稱，科
威特投資局此前共申請了 10 億美元的
投資配額，即是單個外國機構投資者
能從中國外匯管理局獲得的最高限額
。外匯管理局可能會給科威特投資局
每月提高投資配額的機會，直至達到
最高限額水平為止。

【本報記者楚長城、通訊員付喜明
鄭州十二日電】鄭州海關今日發布數據
顯示，今年一至二月，河南省進出口總
值76億美元，同比增長1.4倍。其中，
進口 29.4 億美元，增長 1.1 倍；出口
46.6 億美元，增長 1.6 倍。三項增速均
居全國第一位。

其中，二月份，河南省進出口總值
37.4億美元，同比增長2倍，環比下降
2.9%。其中進口14.4億美元，同比增長
1.4倍，環比下降3.9%；出口23億美元
，同比增長2.5倍，環比下降2.3%。而
前兩個月，富士康集團在鄭州市下轄企
業進出口42.6億美元。

蘭州簽六項目涉資逾100億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十二日電】上海
新房市場已現衝高回落的跡象。數據顯示，
上海上周新盤僅成交 1319 套約 14.9 萬平方
米，環比分別回落 28.8%和 25.9%。分析人
士指出，房企 「以價換量」策略是推升成交
量的主要因素，由於不少樓盤定價已近成本
，因此房企再度降價銷售的動力正在衰竭。

21 世紀不動產上海區域分析師黃河滔
稱，上海新房市場環比連續上漲五周後，已
出現衝高回落跡象。他發給本報的數據顯示
，上周成交套數在 50 套以上的項目僅 3 個
，其中成交套數最高的項目單周共交易151
套，而上述兩大數據在此前一周分別達到8
個及257套。本月前十一天，上海新建商品
房成交較二月同期回升 158.6%，至 25.6 萬
平方米，成交均價微增0.98%，至每平方米
2.07萬元（人民幣，下同）。

黃河滔認為，降價銷售使房企對樓市存
量的去化已產生作用，但需注意那些已取得
不俗銷售業績的房企，會將降價幅度逐步收
縮的可能。對於央行官員周一表示 「將繼續
全面落實差別化住房政策，在宏觀審慎前提
下，對首套房必須予以保證」，加之市場預
期調控政策將現結構性微調，他認為上述信
息或對房企是一大利好信號，預計即將到來
的上海房展會或激發市場供應量。

德佑地產研究主任陸騎麟也指出，上海
樓市近期成交的回暖主要得益於房企的 「主
動降價」，因此這樣的回暖比較脆弱。近期

房企大多推出的打折樓盤，很多的銷售價格已接近開發
成本，顯示房企的降價動力已逐漸衰竭，市場是否回暖
仍有待觀察。他估計，今年上海樓市調控政策不會放鬆
，滬房價全年漲幅或控制在百分之零點幾左右。

此外，上海一手豪宅市場近來也因房企 「主動降價
」出現 「價跌量升」。來自上海中原地產研究諮詢部的
數據，三月前七天，上海豪宅市場共成交 18 套約 0.52
萬平方米，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51951元。上海中原研
究諮詢部總監宋會雍認為，只要政策維持不放鬆，無論
普通住宅抑或豪宅，未來都將出現價格調整，但短期內
不會出現價格大幅普降的現象。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總經理朱
玉辰昨日表示，國家匯率改革一定
要推出人民幣匯率期貨，而中金所
目前正在積極研究有關期貨的推出
，但由於人民幣期貨涉及人民幣可
兌換及匯率波動空間的問題，因此
需更長時間研究，而且還要配合利
率市場化進程。至於國債期貨的重
新推出，他則表示目前還沒有具體
時間表。

推出產品已完成設計
朱玉辰介紹說，中金所已在積

極準備恢復國債期貨，目前亦已經
設計出了產品，選取五至七年期債
券為標的。同時，在吸取當年國債
期貨 「327」事件的基礎上，制定了
相關的交易規則，目前正在廣泛徵
求意見。此外，已經開始邀請一些
機構參與進行仿真交易。但他強調
，國債期貨的實際推出還需取決於
各方面因素，包括市場共識、投資

者培訓等，希望在準備充分後穩妥
地推出。

對於仿真測試交易時，國債期貨
的保證金水平為 3%，朱玉辰指出，
由於國債的波動率較低，一年之內可
能只有一天波動接近 1%，國際上國
債期貨的保證金比例一般是1%-1.5%
，3%已是較高標準。實際推出時的
保證金比例目前還不確定，但從思路
上來說，寧可高一點。

朱玉辰還表示，國債期貨是針對
偏向專業、小眾的市場，因此門檻較
高。該門檻主要體現在技術上，目前
可以確定的是個人投資者可參與，資
金門檻目前則還不確定。設計思路與
股指期貨類似，但國債期貨的技術難
度高於股指期貨。

而股指期貨推出兩年以來表現平
穩，交易規模適中，每日平均成交
2100 多億元人民幣，他重申中金所
會堅持強勢監管。

中金所籌備恢復國債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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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進出口銀行行
長李若谷表示，人民幣國際化不可阻擋
，今後幾年將 「大踏步前進」，但國際
化的過程中一定要警惕投機風險。

李若谷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最
近兩年，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大大加快
，全球希望持有人民幣、用人民幣結算
的企業大大增加。人民幣 「周邊化」是
國際化的第一步，目前人民幣在周邊地
區已可以使用。當前要進一步提高人民
幣在國際上的使用數量和使用頻率，同
時要解決人民幣現鈔出入境問題。

他認為，未來要進一步擴大人民幣
的境外使用，就必須使人民幣能夠在境

內外更加順暢地循環，也就是要進一步
降低境外持有人民幣的成本，增加人民
幣回流的渠道，增強境外機構和個人持
有人民幣的意願。這需要繼續按照 「漸
次推進、有限放開」的原則審慎推進資
本和金融帳戶管理的改革。

李若谷指出，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
程中，應該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抑制投
機，提倡長期投資，這有助於人民幣國
際化過程中防範風險。對於人民幣資本
帳戶開放的風險，李若谷說，第一要管
住短期投機資金，第二要實行大額報告
登記制度，即超過一定數量的人民幣出
入境要報告和登記。

李若谷稱人幣國際化加速

■海南瓊中縣簽27招商項目

▲瓊中縣縣長王瓊龍 本報攝

▼蘭州市經濟合作推介會上進行項
目簽約儀式 本報攝

◀蘭州市委書記陸武成在招商會上
致辭 本報攝

河南外貿總值增倍半

▲內地近年大規模發展高速公路項目，公路債務已超過五萬億元

【本報記者張建星、張曉陽海口十二日電】2012
年海南省瓊中黎族苗族傳統節 「三月三」新聞發布暨招
商推介會今日舉行，瓊中縣在會上共簽約 27 個重點招
商推介項目，總投資額199億元（人民幣，下同），涉
及農業、工業、旅遊、房地產、基礎設施等多個方面。
此外，本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農曆三月初一至初三）
瓊中縣將舉行黎族苗族傳統節日 「三月三」慶祝活動。

瓊中縣縣長王瓊龍表示，本次活動主要目的是通過
「三月三」，宣傳和推介瓊中的自然資源環境和良好的

投資氛圍。依託瓊中的資源優勢和產業狀況，推介上安
溫泉度假中心、黎母山國家森林公園旅遊開發及紅嶺水
庫休閒度假等 14 個項目，總投資共計 120.95 億元。與
來自省內外的商家簽約 13 個項目，內容涉及水電開發
、南藥開發項目等，總額達78億元。

今年是海南省 「項目建設年」，為提高瓊中知名度
、擴大瓊中影響力，該縣將力打造 「三月三」節日為
集黎苗歌舞、趣味競賽、特色商品、民俗展示、歡樂浪
漫、招商推介為一體的民間民俗傳統文化節日。活動期
間，瓊中縣將以展示綠色、生態、宜居為主題，安排十
二項活動以全新的方式慶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