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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鎮銀行貸存比接近九成
認知度低網點少令存款增長乏力

穆迪予銀行業穩定評級

為促使房企加大以價換量的壓力，減少地產調
控效果顯現中附帶的包括金融風險在內的相關風險
，有房企人士透露，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內部有人提
議，具體項目的上一期房源去庫存率達70%以上，
項目開發商才可以申請推出新房源，否則預售證申
請將不會被批准。不過，住建部新聞處尚未對消息
作出回應。而業內專家則認為此類提法無任何道理
可言，因變相使得開發商囤地合法化，與本輪政策
調控的基調相違背。

昨日有內地媒體引述房企人士表示，住建部準
備對樓市中的高庫存 「動真格」，操作方式就是預
售證管控。具體方式是，如果一個開發項目最新一
期推出的房源消化率未達到70%，相關地方住建系
統將提高新房源預售證的審批門檻。據悉，此事是
近期住建部一次內部會議上提出來的，但到目前為
止還沒有書面文件出台，也沒有形成實質性的操作
方案；其次，這一提議來自住建部一名專家，而非
出自住建部領導之口。

政府加大以價換量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住建系統通過預售證管控，階

段性地實現某個地產調控目標，此前已有先例。以
北京為例，為穩定房價並為保障房建設爭取時間，
自二○一○年地產調控以來，就曾多次對高價盤上
市進行預售證管控。對此，中國住建部政策研究中
心副主任王玨林確認，對於一個比周邊樓盤價格高
出一定額度的新盤或後期開盤價格高出前期一定額

度的老盤，開發商在申請預售證時一般會被退回，
並被要求重新定價。

廣東刀客房地產顧問公司董事長謝逸楓認為，
若消息屬實，一方面表明政府準備通過行政手段促
使開發商盡快消化庫存，加大以價換量的力度與廣
度，以鞏固地產調控效果；另一方面，龐大的庫存
量沉澱巨大的資金量，影響房企還貸能力，從而
對金融機構的金融風險產生不安全因素，也易催生
爛尾樓和房企破產現象。

北京中原市場研究部一份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本月八日，已經公布年報的 75 家 A 股上市房企，
總庫存市值達到了 9048 億元（人民幣，下同），
比二○一○年末的6268億元上漲44.3%，比二○○
九年末的4183億元更是上漲了約116%，而全行業
的庫存市值或已超過5萬億元。這份數據還顯示，
按照房企存貨和營業成本計算，上述公司整體存貨
的消化周期為 4.5 年，而在二○一○年末時為 3.8
年。

庫存量增加大樓市風險
庫存量是已經開盤入市交易但當前並未售出的

待售房屋數量，是反映房地產市場活力與風險的重
要指標；而庫存量增加意味樓市風險在增加，業界
已普遍認為，未來樓市 「去庫存」將成為政府調控
的內容之一，各地政府政策適度微調可能性變大。
不過，北京亞豪機構市場總監郭毅與北京中原市場
研究部總監張大偉則對傳聞中通過預售證管控庫存

做法持保留態度，認為在實踐中不具備可操作性，
並有違反市場規律之嫌。

偉業我愛我家集團副總裁胡景暉亦直指，此類
提法無任何道理可言。首先，一九九八年取消福利
分房以來，中國房地產行業就開啟了市場化的進程
，上述提法有悖於最基本的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其
次，倘若此類政策真的出台，後期的推盤取決於前
一期的銷售率的話，不但不能促使企業 「以價換量
」，反而會使得更多企業以此來放緩推盤節奏，換
而言之，變相使得開發商囤地合法化，這與本輪政
策調控的基調相違背。

國泰君安證券
發表研究報告稱，相
比○八年的行業調整
，今年房地產行業資金
鏈風險更高、中小開發商
資金壓力更大。報告預計，房地
產行業資金缺口將高達1.3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與○八年相比，增加了
50%。另外，二○一○年前後大量發行的房
地產信託也開始進入償付高峰期了。從規模上
來說，今年總到期規模達到 1758 億元，整年
兌付規模較大。

蘭德諮詢總裁宋延慶表示，從目前庫存和
資金的情況看，房地產企業正在經歷最困難的
日子。北京中原地產市場研究部總監張大偉亦
指出，今年三月，各地成交量出現了一定程度
的上升，主要得益於部分項目明顯降價後刺激
市場回暖，至於未降價的項目銷售量依然冷清
。與此同時，目前各地成交量也只恢復到去年
的平均水平，如果成交量仍然悲觀，今年仍有
可能出現降價潮。

宋延慶則預計，未來大量兼做房地產開發
的非主業上市企業很有可能會加快 「脫房」速
度，回歸核心主業，他們空出的市場空間將由
專業房企填補。專業房企則將通過降價銷售的
方式來回籠資金，再用換回的現金流低價拿地
。但總括來說，未來房地產企業要想在市場競
爭中實現健康、快速發展，結構必須合理。他
稱： 「企業處理好不同等級城市的市場結構、
不同產品檔次的產品結構、長短線項目的周期
結構等問題，實現追求利潤率項目和現金流項
目的總體平衡，才能保證持續穩健的增長。」

【本報記者鄧德相、通訊員肖咸強泉州十三日電】
國家發改委日前正式批覆福建泉港石化工業區建設發展
有限公司發行 10 億元（人民幣，下同）公司債券，發
行期限七年。據悉，此次債券所籌集資金將全部用於泉
港石化工業區南山片區（一期）市政配套工程項目和南
山片區（二期）基礎設施項目建設。

據介紹，面積達 12.9 平方公里的南山片區是泉港
石化工業區未來的重點發展區域。目前泉港與福建聯合
石化、福建煉化等公司共同組建南山片區聯合領導小組
，全力服務推進煉化一體化二期項目、投資約 55 億元
的聯合石化 「脫瓶頸」工程，以及總投資233.53億元的
26 個擬入駐中下游產業鏈項目。今年，該片區還將有
環氧乙烷、甲醇製丙烯等總投資達 214.63 億元的 19 個
項目啟動建設。

【本報記者王旭艷寧波十三日電】第十屆中國國際
家居博覽會今日在寧波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同期還將舉
行第十六屆寧波房地產展示交易會、2012 寧波建築裝
飾材料博覽會和 2012 寧波傢具博覽會，展品涵蓋家居
上、中、下游產業鏈，力打造家居產業資本、資源、
資訊的大平台。

本屆家博會以 「品牌家居、品質生活」為主題，啟
用寧波國際會展中心6個展館和室外場地，設標準展位
2800個，展覽面積5.8萬平方米，展品涵蓋家居上、中
、下游產業，分房產、太陽能、建材等十大展區。與往
屆相比，本屆家博會獨立設置地板展區，新增了理財產
品展區，展示的家居產業鏈更加完善，品牌企業參展集
中度更高，展品的國際化色彩更加濃厚，也更加折射出
中國家居市場的變化和百姓生活品質的提升。至此，家
博會致力於打造的大家居產業鏈展示取得了階段性的成
果。

【本報記者向芸成都十三日電】騰訊成都分公司
產品研發中心日前在四川省天府新區成都高新片區正
式開工。據介紹，騰訊成都研發運營中心佔地 50 餘畝
，建築面積達 21 萬平方米，預計二○一五年建成投入
使用，屆時騰訊在成都的投資總額將突破 30 億元（人
民幣，下同），並成為騰訊西部最大的研發中心和人
才基地。

騰訊成都研發運營中心所在的成都天府新區高新片
區，被定位為 「現代商務中心、高端產業新城」，目前
已聚集了騰訊、華為、阿里巴巴、IBM、通用、飛利浦
、西門子等數百家國內外知名企業及大批科技型中小企
業。去年底以來，該片區陸續新開工 10 餘個項目，預
計到今年底，該片區新開工項目總投資將達 1299 億元
。騰訊表示，在成都研發中心大樓竣工投入使用後，將
能容納 8000 名以上員工，極大提升騰訊在西部地區的
產品研發能力，並能給當地帶來數千個就業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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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泉港獲准發行10億公司債

■寧波家居博覽會揭幕

■大連首季進出口增兩成二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投資發布最新報
告，確認中國銀行業未來展望為 「穩定
」，該展望反映了中國銀行業堅實的資
本和損失撥備水平及強勁的存款基礎，
而現階段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亦處於
周期性低點。不過，報告提醒稱，中國
銀行業上一輪信貸擴張所導致的潛在不
良貸款，可能在未來十二至十八個月內
或因中國經濟相對溫和的增長而集中爆
發。

報告表示，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目
前處於周期性低點，而去年第四季度披

露的不良貸款出現反彈，可能標誌過
去十年不良貸款的下降趨勢出現轉折點
，這也是一直以來預期中的情況。穆迪
副總裁、高級分析師章怡認為，未來銀
行資產質素會適度惡化。隨二○○九
年和二○一○年信貸激增時期發放的貸
款逐漸到期，預期不良貸款將會有所上
升。

至於該行對中國銀行體系的展望為
穩定，章怡表示，這是基於中國銀行業
良好的資本和貸款減值準備水平、以存
款為基礎的穩固的資金結構；而中國銀

行業在面臨外部流動性衝擊時，也能夠
保持較好免疫能力。報告預計，中國今
年經濟增速將落於 7.5%至 8.5%區間，
這一增速足以使得中國經濟 「軟陸」
，而中國銀行業在信貸成本逐步上升的
同時，將得以保持一定的盈利能力。

就房價下跌對銀行不良貸款的影響
，章怡認為，不應僅限於房地產行業，
以房地產為抵押物的相關貸款同樣存在
風險暴露。同時，地方政府因經濟增速
放緩導致收入下降後的償付壓力，亦是
市場關注的重點。此外，章怡還認為，

因經濟處於下行周期和弱勢出口預期，
批發零售和製造業相關貸款將受到更大
影響。

至於政策方面，章怡表示，鑒於中
國目前面臨的諸多經濟風險，預計未來
中國政策制定仍將奉行多重目標並進，
包保持制通脹水平和資產價格泡沫可控
。事實上，最新政策動向亦顯示中國正
在微調其貨幣政策。中國通脹率已從去
年七月時 6.5%的高點降至今年三月的
3.6%，這使中國人民銀行有更大的政策
空間來應對金融業的風險。

據媒體對銀行年報資料進行的粗略
統計顯示，民生銀行、建設銀行、農業
銀行、浦發銀行等上市銀行經營的村鎮
銀行，旗下開業運營超過一年以上的9
家村鎮銀行均實現盈利。其中，民生銀
行設立的村鎮銀行盈利速度較快。截至
去年末，該行旗下共設立 18 家村鎮銀
行，存款餘額共計100.26億元（人民幣
，下同），貸款餘額 68.66 億元；實現
稅後淨利潤合計 1.90 億元，平均每家
銀行稅後盈利 1055 萬元。民生銀行還
表示，開業運營一年以上的9家村鎮銀
行均實現盈利。而建設銀行的 16 家村
鎮銀行在去年實現淨利潤0.24億元。

個別貸存比高達九成九
不過，從貸存比看，不少村鎮銀行

仍然面臨壓力。其中，交通銀行成立於
二○一○年底的安吉交銀村鎮銀行的貸
存比更高達99%，該行的存款餘額8.41
億元，貸款餘額 8.32 億元。另外，交

行分別在二○○八年及去年成立的大邑
交銀村鎮銀行和新疆石子河交銀村鎮銀
行，貸存比也分別高達87%及86%。建
設銀行截至去年末，16 家村鎮銀行的
存款餘額45.97億元，貸款餘額41.28億
元，整體的貸存比近90%。

相對規模較大的全國性股份制銀行
，據悉，浙江某農村合作銀行截至去年
末共開設 11 家村鎮銀行，合計實現存
款38.79億元，貸款34.32億元，貸存比
為88%。

支付結算手段不完善
貸存比維持高位一直困擾村鎮銀行

，分析認為這主要受制存款增長乏力。
首先，村鎮銀行成立時間短且網點少、
知名度和認同感低於其他銀行；其次，
村鎮銀行主要以傳統存貸產品為主，相
較農信社和農商行，缺乏理財等業務，
並且在支付結算手段方面也不完善。此
外，村鎮銀行的存款多為對公存款，儲

蓄存款佔比一直很低。有長期關注農村
新型金融機構發展的監管人士就表示，
居民存款佔比最高不會超過15%。

上述監管人士認為，市場總分行制
村鎮銀行的模式應該獲得肯定，但在提
高覆蓋面的同時，其貸款投向也要充分
考慮到三農需求，堅持小額、分散的原

則。銀監會在○四年四月，允許西部除
省會城市外的其他地區和中部老、少、
邊、窮經濟欠發達地區，以地（市）為
單位建總分行制的村鎮銀行。與其他僅
有一至兩家網點的村鎮銀行比較，總分
行制村鎮銀行在吸收存款、提供金融服
務等方面都顯出優勢。

據悉，中國人民銀行本周四已下發
通知，對央行專項票據置換進展順利的
縣域法人金融機構，給予 1%的法定存
款準備金率政策優惠，為期一年。政策
實施期為今年四月一日至明年三月三十
一日。不過，央行新聞處相關負責人暫
時對此消息不予證實。

據新浪財經昨日引述消息稱，該通
知名為《中國人民銀行關於認真組織落
實 2011 年縣域法人金融機構新增存款
一定比例用於當地貸款考核政策和農村
信用社改革試點專項票據兌付後續監測
考核政策激勵約束措施的通知》（簡稱
《通知》）。某農村金融人士證實，昨

日已收到編號銀發〔2012〕86 號的央
行通知。

《通知》表示，近期經分支機構審
查、審核，央行總行對縣域法人金融機
構將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於當地貸款及
其財務健康情況，以及已兌付專項票據
的農村信用社（含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
合作銀行）改革進展情況進行了考核。
對央行專項票據置換進展順利的縣域法
人金融機構，自四月一日起給予 1%的
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優惠。其中現行
存款準備金率比同類金融機構正常標準
低1個百分點以上的縣域法人金融機構
，繼續執行現行的存款準備金率。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十三日電】央
行上海總部今日發布數據顯示，上海一
季度新增人民幣貸款1010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少增60.1 億元，但貸款
投放呈逐月遞增態勢，三月份新增人民
幣貸款396億元。不過，一季度上海個
人住房貸款仍然疲弱，個人住房貸款減

少10.5億元，同比多減159.5億元。
今年一至三月份，上海人民幣貸款

分別增加 268.4 億元、345.6 億元和 396
億元，同比分別少增 239.1 億元、多增
115.3 億元和 63.7 億元。儘管從二月末
三月初上海樓市銷量出現回暖，但一季
度滬個人住房貸款卻持續下滑。

河北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昨日發布公
告稱，河北鋼鐵將斥資 8830 萬加元
（折約5.6億元人民幣）收購加拿大鋼
鐵公司Alderon 2580萬股股票，相當於
後者19.9%股份，每股作價3.42加元，
較在多倫多上市的 Alderon 最新收盤價
折讓 0.6%。另外，河北鋼鐵還將斥資
1.057 億加元（折約 6.71 億元人民幣）
收購Alderon旗下加拿大Kami鐵礦石項
目25%的權益。

是次交易完成後，河北鋼鐵可在
Alderon 董事會擁有兩個席位，並將參
與 Kami 鐵礦石項目管理，且有權利以
較普氏鐵礦石價格指數折讓 5%的價格
購買 Kami 鐵礦石項目 60%的產出。上
述交易目前仍有待中國政府和多倫多證
券交易所審批，而美銀美林則擔任河北
鋼鐵此次收購交易的財務顧問。

Alderon 是加拿大一家鐵礦石勘探
開發公司，在多倫多股票交易所和紐約
股票交易所掛牌交易。而 Kami 鐵礦石
項目地處加拿大主要鐵礦石產區拉布拉
多礦區，鐵礦周邊水、電、港口交通等
條件良好。該項目將於二○一五年投入

生產，投產後，每年將生產品位為
65.5%的磁鐵燒結精粉 800 萬噸，擴產
後達到1600萬噸。

河北鋼鐵集團董事長、總經理王義
芳表示，當前不斷攀升的資源、能源價
格嚴重擠壓鋼鐵企業的盈利空間。這
次與加拿大公司合作開發加方鐵礦是集
團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深入實
施 「走出去」戰略的重大進展，有利於
集團確立多元、穩定、經濟、安全的可
持續供應體系，增強集團成本優勢和產
品質量優勢。他續稱，隨國內企業參
與、投資境外鐵礦總量的增加，一定程
度上不僅可以調節國際鐵礦石市場的供
需平衡，而且進一步增強中國鋼鐵企業
國際市場的話語權。

近年來，國內大型鋼鐵企業已紛紛
加快海外開礦步伐。寶鋼、武鋼、鞍鋼
、首鋼等企業先後在海外參股、控股或
直接投資海外礦山。此前，河北鋼鐵集
團旗下唐鋼公司亦曾與馬鋼、武鋼、沙
鋼聯合與澳洲必和必拓公司合營鐵礦山
，取得較好收益。

河北鋼鐵購加國鋼企股份縣域金融機構存準率優惠1%

滬個人房貸首季減10億

隨試點滿五年的村鎮銀行相繼交出 「成績單」 ，統計顯示，
不少村鎮銀行均實現盈利，但由於受認知度低、網點少等多重因素
制約，在存款增長乏力的情況下，貸存比的壓力依然較大，普遍在
接近九成甚至超越95%的比例。

本報記者 彭巧容

▲內地村鎮銀行普遍取得理想盈利，但貸存比例偏高

【本報記者宋偉大連十三日電】記者今日從大連市
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獲悉，大連市一季度自營進出口完
成161.1億美元，同比增長22%。其中，外貿出口81.19
億美元，同比增長17.87%；自營進口79.91億美元，同
比增長26.56%。

今年一季度，大連市共組織境內外展會 12 個，其
中德國法蘭克福禮品展、美國休斯敦國際水產品博覽會
、日本國際照明展覽會、第 22 屆華東交易會等，成交
金額近2億美元。此外，大連市共為319家企業辦理了
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登記；而截止目前，該市已有
13226家企業獲得對外貿易資格。

▲如果一個開發項目最新一期推出的房源消化
率未達到70%，相關地方住建系統將提高新房
源預售證的審批門檻

▲騰訊成都研發中心大樓奠基，打造西部最大互聯
網人才基地

庫存超三成或禁推新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