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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利潤下跌 兩年半首見

該份名為 「銀行貸款質量五級分類月報表」顯示，截至二月末，溫州
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高達112.41 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今年初增
加 25.46 億元，比上月末增加 17.85 億元；與此同時，不良貸款比例比今年
初上升0.38個百分點，比上月末上升0.27個百分點。從中可見，前兩月溫
州銀行業不良貸款有逐月遞增的跡象。

券商預計不良率至少2%
據內地媒體昨日引述消息稱，溫州其中一家國有大行分行不良貸款達

20.9億元，居各家銀行之首。一位溫州擔保融資公司負責人認為，去年四、
五月份出現苗頭，七、八月份進入高潮的溫州民間借貸危機，至今離一周
年銀行還貸高峰期還有幾個月時間。然而，在民間金融信用體系幾近崩潰
，銀行貸款風險意識明顯加強後，不少溫州企業及個人流動資金已非常緊
張，這就不排除在今後幾個月裡，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還有加速上升可
能。

事實上，申銀萬國此前已發表研究報告表示，大多數受訪銀行預計今
年溫州不良貸款率至少達到2%，而在經濟急速下滑的情況下不排除達到5%
。申銀萬國認為，今年上半年的不良貸款壓力應該大於○八年四季度，因
為資金從民間借貸撤出可能會導致小企業資金鏈斷裂，而○八年四季度民
間資金還相當充裕。

房地產貸款全部停止
目前，溫州各家銀行均已不同程度提高不良貸款比率容忍度，一般將

容忍度放寬至1%至2%。之前一位溫州銀監局官員向當地媒體表示，大部分
銀行都將不良貸款容忍率提高了0.5-1個百分點至2%左右水平，個別銀行
更達到3%水平，甚至建行溫州分行還向上級行建議將不良貸款重組處置權
限下放到該行。

一位城市商業銀行溫州分行主要負責人表示，不良貸款大幅上升，已
極大影響銀行放貸空間。據悉，幾乎各家銀行都在收緊傳統中小企業貸款
，房地產貸款幾乎全部停止，政府招商引資項目和一些科技型企業，成為
銀行爭相貸款的主要對象。

溫州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一至二月，溫州銀行業新增貸款
75.31億元，同比少增94.40億元，特別是二月份受嚴格的信貸管制及貸存比
限制等因素影響，新增貸款僅 28.75 億元，較上月減少 17.84 億元、收緊
64.4%。另外，截至二月底，個人經營性貸款1536.5億元，也比年初減少45
億元、下降0.28%。而目前溫州共有銀行業金融機構1330家，是浙江省銀行
業機構種類最齊全、網點數量最多的地級市之一。

民企資金鏈斷民企資金鏈斷 時有老闆跑路時有老闆跑路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七日電】今年前兩個月
的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出現兩年半首降，
同比跌5.2%至6060億元（人民幣，下同）。分析稱，
工業企業利潤回落反映調控緊縮已導致企業效益下滑
，料未來下滑趨勢仍將持續。專家認為，目前已接近
需要放鬆政策的時間點。

國家統計局本周一公布今年前兩個月的工業企業
實現利潤數據，再現負增長，也是○九年九月以來的
首次下降。從企業類型看，期內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
、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均回落，分別跌 19.7%及
2.5%，至 1791 億及 106 億元。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實
現利潤同比兩位數增長，分別升 24.4%及 17.6%，至
2002億及106億元。

41 個工業大類行中，23 個行業利潤同比增長，1
個行業持平，14個行業下降，1個行業由同期盈利轉為
虧損，2個行業虧損增加。利潤增長的主要是傳統國家
壟斷行業和國家扶持的行業。其中，石油和天然氣開
採業利潤同比增長 15.5%，農副食品加工業增長 13.3%
，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增長21.1%。利潤跌幅較大
的行業有：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下降 94%；計
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下降40.8%。

券商稱減息或提前
分析人士認為，持續進行的宏觀調控和經濟結構

調整，是今年前兩個月工業企業利潤回落的原因。華
融證券宏觀分析師肖波指出，國企下滑幅度更大，是
國家收縮投資帶來國有企業效益大幅下滑的結果，其
中也與國家調整產業結構有關。由於民企更有能力抵
禦調控收縮，其企業利潤錄得較大增長。

中國的經濟增速在減弱，在國內外嚴峻的形勢，
需求疲弱及成本高企的環境下，分析估計工業企業利

潤在未來數月將繼續呈現負增長格局。交通銀行金融
研究中心宏觀分析師唐建偉認為，企業利潤增速會滯
後經濟增長周期，企業利潤負增長或會持續數月，增
速回升可能要到二季度末或三季度。

野村證券昨日發布報告指出，工業企業實現利潤
錄得負增長，促使中國將進一步放鬆宏觀政策和提振
內需。調低存款準備金率的手段僅有助增加貸款供給
，無益於解決需求疲軟的問題，野村認為中國需在未
來幾個月內採取降息動作並實施投資拉動。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七日電】瑞銀證
券財富管理研究部中國首席投資策略師高挺周
二預計，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達到年內低
點，GDP 增長達 8.2%至 8.3%，二季度企穩，
第三季料增長8.5%至8.6%，全年實際GDP增
長率為8.5%。

高挺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勢取決於政
策的力度，但預計政策力度不會特別大。他指
出，政府調低 GDP 增長目標顯示中央政府認
識到今年外部環境較弱，並計劃實施穩健的宏
觀政策，因此未來不會顯著放鬆流動性或出台
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今年主要經濟指標將維持
穩健。廣義貨幣增長目標定位14%，固定資產
投資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分別增長16%和
14%。

他特別指出，中國第二季度經濟和市場存
在的風險包括房地產下滑可能超過預期，如果
針對房地產行業的信貸政策和限購仍然嚴厲執
行導致銷售繼續萎縮，將對投資和投資品需求
造成較大負面影響。但他指出，地產調控政策
基本不會放鬆，預計今年商品房銷售和新開工
面積會下跌10-15%左右。保障房將會支持全
社會地產建設活動，今年保障房竣工面積目標
為500萬套、高於去年的432套。

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黃益平表示，在住房價
格下降和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的 「影子銀行」本身存
在相當高的風險，最容易出現違約的是房地產領域。儘管目前
「影子銀行」也還未至於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但完善監管已

成為一項緊迫任務。
黃益平近日撰寫一篇題為 「中國的影子銀行會成為另一個

次債？」的文章，指出最近幾年中國的 「影子銀行」或信託融
資業務快速發展，反映了利率市場化的實際表現，不過這些業

務的潛在風險也引發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硬着陸的擔憂，尤其那些
向公眾銷售理財產品的信託融資和由金融機構作為中介的委託貸款兩

種融資方式具有較大的潛在風險。
由於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目前很難預測影子銀行業務究竟會如何發

展。但黃益平認為，政策可能轉變。在短期內，監管機構可能會引入更多的
監管或法規對參與信託融資的企業和公司類型加以限制；更根本的政策方法
是構建出一個清晰的監管框架來管理這項特定的業務；更深層次金融體系的
轉型，包括利率市場化也很有必要。

而在信託融資涉及的三個主要行業中，最容易出現違約的是房地產領域
。最壞的情況是，在未來的一年裡很有可能會發生贖回潮。這也意味着，在
短期內，信託貸款金額可能會下降，而更多的錢可能會以存款的形式流回銀
行體系。不過他重申，在短期內，這些並不代表系統性金融風險，因為在中
國不會看到由資產價格下跌引發的資產負債表惡化和資產被迫拋售的惡性循
環。與此相反，社會和政治緊張局勢可能是一個更大的擔憂。

據外電昨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國已大幅上調諸
多外資銀行今年的長期外債限額，此舉顯然意在引入更
多外商投資。據悉，與去年相比，具體銀行的限額上調
幅度有所不同，有的上調 17%-19%，有的上調幅度超
過一倍。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中國已大幅上調眾多外資銀行
今年的長期外債限額。在中國經濟放緩導致資本外流擔
憂加劇之際，此舉顯然意在引入更多外商投資。據悉，
中國政府此舉是基於二月份中國外商直接投資連續第四
個月下降，而且近期人民幣也遭遇大幅拋售，表明在近
期出爐的一些經濟數據引發對中國經濟硬着陸或突然急
劇惡化的擔憂後，外資正加速撤離中國。

某外資銀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外匯交易部門負責
人亦稱，此舉表明中國政府正面臨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

巨大壓力，他們顯然已注意到了資本外流趨勢。不過，
上述知情人士指出，具體銀行的限額上調幅度不同，既
有上調 17%-19%的，也有超過一倍的。而國家發改委
近期已知會外資銀行有關長期外債限額上調事宜。

長期外債限額是指銀行能夠從海外借款的最高額度
，且借款的期限超過一年，通常是用於固定資產投資的
長期貸款。事實上，目前外界對於三月份中國外匯佔款
將再度下降的預期升溫，特別是在最新的中國製造業數
據加劇了有關中國經濟可能大幅放緩的擔憂。另外，受
歐洲債務問題及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持續放緩拖累，
中國二月份外商直接投資連續第四個月下降，這是外界
對中國增長信心下降的又一個跡象。據國家外匯管理局
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中國長期外債餘額為 1941 億
美元，高於一○年底的1732億美元。

在本周公開市場到期資金量顯著增加的背景下，
中國人民銀行昨日進行的二十八天期正回購操作規模
，由上周的500億元（人民幣，下同）放大至700億元
，中標利率持平在2.80%的水平，一年期央票則繼續停
發。統計數據顯示，本周公開市場到期資金為 1090 億
元，其中央票到期990億元，正回購到期100億元，單
周到期資金總量較上周的510億元增加了580億元。

對於未來中短期內公開市場操作的走向，華泰證
券分析師林朝暉認為，從本周起連續四周內每周公開
市場到期資金均在 1000 億元左右，同時外匯佔款也有
望保持適度流入，在此背景下央行將繼續維持適度正
回購操作，同時到四月份時央行則有可能因應信貸增
長的狀況恢復小規模央票發行。東方證券也認為，央
行短期仍偏好短期限工具來管理流動性，這亦有助提
高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從資金回籠力度來看，本周公
開市場有望出現小規模的資金淨回籠或淨投放。

在民間借貸危機、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之後，浙江溫州
的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出現大幅上升。來自溫州銀監局的數據
顯示，截至今年二月末，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1.74%，
已連續八個月呈現上升態勢，比去年六月末最低時的0.37%
飆漲了370.27%。業界認為，不排除在今後幾個月裡，溫
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還有加速上升的可能。

本報記者 羅縈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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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銀長債限額大幅放寬

去年以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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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正回購操作增至700億

▲內地大幅上調外資銀行今年的長期外債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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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銀萬國

溫州民間借貸出現了官商勾結的現象
，令部分中小企老闆逃避欠債

要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
完善管理制度，使規範的
民間借貸 「陽光化」
民間借貸應該以市場化利
率為準，但利率市場化不
等於高利率

去年溫州發生的民間借貸
危機，風險較大的部分應該
已發生了，目前應關注危機的
影響還會延續多久

應把民間信貸納入政府金融監管體系
中，並採取有效措施改變金融體系和
貨幣價格的 「雙軌制」

溫州區域的不良貸款率為全行最高，
但目前80%的貸款對象都有擔保有
抵押

大多數受訪銀行料今年溫州不良貸款
率至少達到2%，在經濟急速下滑的
情況下不排除達到5%

各界評論

▲溫州多數銀行都在收緊▲溫州多數銀行都在收緊
傳統中小企業貸款，令中傳統中小企業貸款，令中
小企經營困難小企經營困難

▲

浙江溫州的銀行業不
良貸款率出現大幅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