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聞
追

蹤

○五年來首見 總額達4382億
銀行不良貸款連升兩季

中國銀監會昨日發布數據顯示，截至
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達到
4382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四季
度增加了103億元，這已是連續第二個季
度出現上升，為○五年以來首次出現的情
況，凸顯在經濟增速放緩之際，銀行在資
產品質和利潤成長方面所承受的壓力。不
過，工商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樊志剛認
為，今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內，商業銀行不
良貸款餘額、不良貸款率不會步入 「雙升
軌道」 。

本報記者 羅縈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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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監會昨日公布今年一季度商業銀行數據顯示，
一季度，商業銀行實現淨利潤 3260 億元，同比增長
23.72%；資本利潤率為22.3%，較去年四季度提高1.9
個百分點。而在貨幣政策漸趨寬鬆背景下，商業銀行
流動性壓力略微減輕，截至一季度末，商業銀行貸存
比為 64.5%，較去年四季度下降 0.4 個百分點；但淨
息差卻繼續走高，一季度為 2.8%，較去年四季度上
升0.1個百分點。

農村商業銀行升幅最大
截至一季度末，商業銀行總資產為120.74萬億元

，比去年同期增長19.4%；總負債113.09萬億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 19.1%；資本充足率為 12.7%，與去年
末持平；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0.3%，較去年末上升0.1
個百分點。此外，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
4382 億元，較去年末增加 103 億元；不良貸款率為
0.9%，較去年末下降 0.1 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為
287.4%，較去年末提高9.3個百分點。

從不同類型的銀行來看，除大型銀行外，一季度
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及農村商業銀行的不良貸
款餘額均繼續上升，上升幅度從5.9%至9.68%不等；
其中以農村商業銀行的上升幅度最大，達到了
9.68%；其次是股份制銀行，達到了8%。至於佔據商
業銀行不良貸款總量約68%的大型銀行，不良貸款餘
額有所減少，由去年四季度的 2996 億元下降至 2994
億元。至於不良貸款率方面，大型銀行及農村商業銀
行均比去年末低0.1個百分點，分別為1%及1.5%；而
股份制銀行及城市商業銀行則分別持平在 0.6%及
0.8%。

樊志剛指出，雖然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及
農村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分別較去年四季度出現

了 8 億元至 45 億元規模不等的上升，但相較於銀行
信貸投放規模而言，對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推升影響甚
微，這也是各類銀行不良貸款率基本保持不變的原因
。而這幾類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的總量上升，對商業銀
行業不良貸款率推升的共同作用也僅體現為0.1個百
分點。

在他看來，目前中國經濟活動有所回暖，經濟景
氣程度有所回升，信貸投放力度有所加大，非金融部
門流動性已獲得改善，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有望在年
內保持平穩。總而言之，在商業銀行整體不良貸款能
夠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他有理由相信，今年乃至更長
的時間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及不良貸款率均不
會步入 「雙升軌道」。

中國社科院及利豐研究中心昨日聯合發表
報告稱，目前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大，國際大宗
商品價格下行壓力有所增加，中國出口形勢不
容樂觀，但國內經濟增長動力具有一定持續性
；初步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繼續回落，

全年增速可能在 8.5%左右。此外，報告又預期
，今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漲幅將可控制
在4%以內，且在3%-4%的可能性較大。

該份名為《流通藍皮書：中國商業發展報
告（2011-2012）》昨日在香港和北京同步發布
。利豐研究中心、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張家敏表示，全球金融危機無疑為
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影響，中國也不能倖免，
但由於中國擁有強勁的基本經濟要素，政府在
「十二五」規劃中亦積極推動內需，建立更好

的營商環境，令中國的復蘇勢頭強勁。

地產價格急劇下滑
報告認為，目前影響中國經濟的下行風險

，主要包括歐債危機的惡化，以及國內房地產
價格的急劇下滑；不過，受惠於政府對保障性
住房、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持續作大量投資，社保體制的完善和工資的

增長，國內需求將得到支持，預計今年全年經
濟仍將處於較高水平，總體前低後高，增速或
在8.5%-9%之間。

此外，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行壓力
仍然較大，政府實施的穩定價格政策逐步取得
成效，今年糧食、豬肉等食品的供應將較充裕
。另一方面，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強力推進，以
及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持續實施，繼續給國內房
價造成下行壓力，將有助緩解通脹，預計今年
CPI 漲幅將繼續回落，至 3%-4%的可能性較大
，漲幅中位值為3.5%。

針對房地產市場，報告認為，今年的商業
地產將進入一個相對艱難的時期，行業將不乏
兼併、重組等現象，或有一批開發商出現倒閉
，商業地產的市場准入門檻也會有所提高。值
得注意是，由於中國地產開發的融資模式比較
單一，尤其是二、三線城市的項目對銀行信貸
依賴水平高達 70%-80%，且絕大多數商業地產

項目的資金依靠土地抵押的銀行貸款，一旦商
業地產過剩，未來的金融風險則不言而喻；因
此，如不及時加強補救，未來或將在二、三線
城市出現大量空置的商舖和爛尾樓。

零售市場仍樂觀
至於零售市場，報告表示，內資及外資企

業都對中國的零售市場感到樂觀，預計 「十二
五」期間，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
15%左右，二○一五年達到32萬億元人民幣。此
外，報告又預計，今年中國將由世界第二大的
奢侈品市場躍升至第一位，中國已成為眾奢侈
品品牌商的第一目標市場。

中國社科院財經院副院長荊林波進一步指
出，商貿流通業作為連接生產與消費的重要橋
樑，在加快經濟增長、促進中國的第一、第二
及第三產業的發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同時，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流通現代化將更助
推進內外貿一體化及促進國內消費。不過，利
豐研究中心副總裁林詩慧則提醒稱，由於今年
國內外經濟環境將更複雜，加上競爭漸趨激烈
，企業應特別留意突如其來的市場變化，以防
範風險。

社科院料經濟增長可持續

▲社科院報告仍看好內地零售市場

【本報記者陳昕龍岩十七日電】福建省龍岩市日前舉行
千名企業家大會。據統計，本次大會共簽約項目63項，總
投資308億元（人民幣，下同），擬利用客方資金299億元
。而日前上台簽約的項目有 48 項，總投資 296 億元，擬利
用客方資金287億元，其中內聯項目44項，總投資282億元
；外資項目4項，總投資14億元。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南益實業（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林樹哲指出，目前海峽西岸經濟區正積極
建設中，福建省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而龍岩承東
接西，無論在資源還是再生能源，新產業方面都有很大的優
勢。他稱，外商僑胞都看好龍岩的發展前景，積極促進福建
與兩岸三地同胞的友好往來和經貿文化交流，加強與世界各
地企業家的合作，為推動龍岩發展做出貢獻。

龍岩企業家大會簽約308億

中國央行昨日在公開市場進行300億元（人民幣，下同
）91 天正回購操作，加上周二的 600 億元 28 天正回購操作
，本周公開市場結束連續七周的淨投放，實現淨回籠640億
元。在本周實施的正回購利率保持平穩下，分析認為這體現
了央行靈活調節市場流動性以及穩定市場利率的意圖。

本周公開市場到期資金500億元，上周240億元逆回購
也於昨日到期。央行在周二和昨日共進行900億元的正回購
操作，令本周淨回籠資金量達到640億元。昨日進行的300
億元91天期正回購操作，中標利率持平於3.14%。周二進行
的600億元28天期正回購操作，中標利率亦持穩於2.80%。

南京銀行金融市場部研究員張蘭表示，存款準備金率下
調後，將釋放巨量的流動性。而增加正回購操作，可以緩解
對市場造成的短期衝擊，同時增加了公開市場未來的到期量
，也令未來市場操作更具靈活性。

國泰君安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周文淵認為，目前的市場
利率比較合適，流動性也沒有到氾濫的地步，預計央行會保
持公開市場回購操作利率平穩，但操作方式會更加靈活。他
並表示，中國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方式今後會向歐美成熟市
場更加靠攏，比如增加正逆回購的期限工具，更加靈活的操
作時機等，就算在同一天進行方向相反的回購操作也不是沒
有可能。

上海銀行同業拆借利率（Shibor）昨日全線下跌，本周已
連續多日出現全面下跌。昨日，隔夜Shibor利率微跌1.61個
基點，報收於1.8114%；7天Shibor利率下跌10.67個基點至
2.6800%，再創新低；14天Shibor利率降2.50個基點，報收
至2.8617%；其餘中長期ShiborR品種皆有不同程度下行。

央行結束連續七周淨投放

國家財政部昨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國有
企業實現利潤同比連續三個月下跌，跌 8.6%至 6690.1 億元
（人民幣，下同）。期內，交通行業、化工行業、建材行業
、有色行業等實現利潤同比降幅較大。

與三月份比較，四月份實現的利潤也錄得 0.5%回落，
錄得同比、環比雙下跌。今年前四月份實現的利潤中，中央
企業累計實現利潤同比跌 6.2%至 4740.8 億元，四月比三月
環比下降 2.9%。地方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 1949.3 億
元，同比下降13.9%，四月比三月環比增長5.2%。

去年七月至十一月的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雖錄得連續
五個月環比下跌，但同比仍然錄得增長。但今年以來，納入
財政部統計的國有企業利潤跌入負增長區間，市場對經濟的
環境更加擔憂。而今年前四個月，實現利潤同比增幅較大的
行業為煙草行業、汽車行業、商貿行業、郵電通信等；實現
利潤同比降幅較大的行業為交通行業、化工行業、建材行業
、有色行業等。

企業盈利能力方面，隨着國有企業成本費用上升。財政
部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國有企業成本費用總額同比增長
14.1%，至12.2億元。國有企業銷售淨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
1.1 個百分點，至 3.8%。淨資產收益率和成本費用利潤率
分別為 1.9%及 5.5%，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 0.5 和 1.4 個百分
點。

此外，國有企業今年前四個月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
12.72 萬億元，同比增長 12.4%，四月比三月環比下降 5.6%
。其中，中央企業（包括中央管理企業和部門所屬企業，下
同）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 7.99 萬億元，同比增長 12.6%，
四月比三月環比下降 7.1%。地方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
收入 4.73 萬億元，同比增長 12.1%，四月比三月環比下降
3.2%。

國企首四月利潤跌近一成

【本報實習記者羅丹瀋陽十七日電】第七屆中國瀋陽汽
車交易博覽會今日在瀋陽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到下周一結束
，共有 105 家國內外企業參展，參展品牌 39 個，展出車輛
1200餘輛，參觀人數預計達7萬人次。本屆展會特點以經銷
商參展促銷為主，其中自主品牌車中華、海南馬自達、比亞
迪、長安等讓利空間達到10%到15%。

瀋陽汽車博覽會揭幕

【本報記者楚長城鄭州十七日電】從前年
「蒜你狠」到去年 「蒜你賤」，中國蒜農 「一

不小心」從蒜價的 「過山車」最高處直奔而下
。中國蔬菜流通協會秘書長、大蒜專業委員會
主任陳明均對記者說，大蒜今年產量將有所減
產，但是幅度不會太大，大蒜價格趨於穩定，
不會出現暴漲。

他分析，從全國來看，除金鄉等部分地區
大蒜生產遭受一定的自然災害外，山東蒼山縣
、河南杞縣、江蘇邳州市、射陽縣，河北永年
縣等產區蒜苗長勢良好，大蒜今年產量有所減
產但幅度不大。

杞縣種植面積45萬畝
在河南杞縣無公害大蒜基地──葛崗鎮西

雲村，該鎮黨委書記孫照中表示，幾年來，該
鎮發展無公害大蒜，面積達5萬畝，總產量達
7萬噸。據悉，杞縣現有12個大蒜生產專業鄉
鎮、150多個大蒜生產專業村、15個無公害生
產示範基地，○六年大蒜面積達 60 萬畝、產
量80萬噸，今年大蒜面積45萬畝、總產將達
60 多萬噸，大蒜種植面積和產量均居河南省
第一位。

中國蔬菜流通協會會長戴中久指出，現在
大蒜價格趨於穩定，供需總體平衡，今年將不
會出現往年大蒜暴漲情況， 「蒜你狠」應該遠
離我們。從各地匯報的情況看，大蒜價格進入
今年二月份出現反彈，漲至每公斤1.5元左右
，三月下旬又漲至每公斤4元，現在有所回調
。目前，河南杞縣、（人民幣，下同）山東金

鄉等地的新蒜收購價格每斤在1至1.45元。
他又認為，十六日開幕的中國第七屆（杞

縣）大蒜節不僅是一個節會，更在於推動大蒜
產業的發展。通過舉辦大蒜節把全國主產地經
銷商、採購商、供應商雲集到杞縣，不僅推介
杞縣大蒜，還可以了解全國今年大蒜的種植面
積、產量以及價格走勢，進一步加強產銷銜接
，擴大蒜農收益，穩定市場價格，保證市場供
應，將起到積極作用。

大蒜節期間，中國蔬菜流通協會組織一批
在內地具有較強影響力的大蒜購銷企業和大型
超市參加會議，與杞縣大蒜營銷企業或蒜商進
行產銷對接。53 個項目簽約，大蒜總成交量
23.1 萬噸，蒜薹成交量 2.1 萬噸，總計簽約金
額達10.5億元。

中國蔬菜流通
協會秘書長、大蒜
專業委員會主任陳
明均認為，中國缺
少權威的、全國性的
大蒜信息平台，大蒜深加
工產品研發滯後，亟待建立國家
大蒜儲備制度。他說，大蒜種植面積忽
高忽低，造成大蒜市場供給忽多忽少，
最終使大蒜價格的暴漲暴跌；同時，由
於沒有權威信息平台，導致農民跟風種植，
市場價格波動幅度大。另外，一些不法商販也
利用信息不對稱，散布虛假信息，加劇了市
場價格波動。

中國蔬菜流通協會是內地唯一的全國性
蔬菜行業協會，其大蒜專業委員會成員包括
山東金鄉、蒼山、萊蕪、臨沂，河南杞縣、
中牟，江蘇邳州、射陽，河北永年，四川彭
州、溫江、雲南等大蒜產區，具備建立全國
性大蒜信息平台的條件。

陳明均建議，政府有關部門應借鑒日本
等國家經驗，實行大蒜保護地政策，對每年
的大蒜種植面積進行規劃指導並加以保護，
當大蒜價格暴跌時，凡是國家規劃的大蒜產

區及種植面積，國家給予一定的補償，以穩定大蒜種植
面積，防止大蒜種植面積的盲目擴大和減少，從而避免
大蒜價格的暴漲暴跌。

同時，通過建立國家大蒜儲備制度，可以在大蒜生
產過剩時通過國家收購儲備和加工轉化來調節供求關係
，起到政府 「托市」作用，保護蒜農的基本利益、穩定
大蒜種植面積。他又認為，國家有關部門應盡快出台中
遠期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監管辦法及法律法規，明確
監管部門，發揮中遠期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其應有的
作用。

業
界
倡
建
大
蒜
儲
備
制
度

內地部分地區出現的鋼材貿易企業騙取銀行貸款
的現象，近期已引起中國銀監會的重視。據內媒昨日
引述消息稱，今年四月底，銀監會辦公廳下發一份通
知，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及時調整信貸方向和政策
，防止部分鋼貿企業虛構貿易背景的套（騙）取銀行
貸款行為發生。

上述通知顯示，銀監會已接到公安機關通報，反
映部分鋼貿企業以鋼材市場為融資平台，通過虛假注
資擔保公司，以抵押質押、重複抵押、互保聯保的方

式，大量套（騙）取銀行貸款。這些企業在騙取銀行
貸款之後，又變身為投資公司，將所得資金投向房地
產、股票、期貨，甚至高利貸等高風險行業，由於鋼
材貿易市場融資巨大，這已成為所涉銀行隨時可能引
爆的 「定時炸彈」。

多位業內人士指出，鋼材是本大利微資金密集型
生意，鋼材貿易類似房地產，對應的現金流大，而價
格的周期性波動明顯，特別是去年市場價格波動加劇
，風險加大。入駐鋼市的鋼貿商戶，若需要依靠鋼市

的擔保獲得銀行貸款，則必須向鋼市支付一定比例的
「保證金」款項，市場以此來組建一個擔保公司或者

建立一個類似聯保的基金會，這也是鋼貿融資平台和
銀行風險被放大的由來。

事實上，鋼貿貸款的融資黑洞早已引起上海、江
蘇、浙江等多個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今年
一季度以來，多次監管例會中均向商業銀行進行風險
提示，多家銀行總行發文或派出工作組前往 「重災區
」摸底排查。而此次銀監會的通知則要求，貸前調查
要準確了解鋼材貿易企業的真實用途，不能以擔保、
抵押，或第二還款來源的可靠性代替對貸款企業還款
能力的評估；加強貸後檢查，跟蹤貸款走向，確保貸
款用於約定用途。

銀監籲防鋼貿企業騙貸

商業銀行主要
監管指標情況

（單位：億元人民幣）

項目

不良貸款餘額
不良貸款率
淨利潤
資本利潤率
淨息差
流動性比例
貸存比
資本充足率
核心資本充足率

今年
一季度
4382
0.9%
3260
22.3%
2.8%
45.7%
64.5%
12.7%
10.3%

去年
四季度
4279
1.0%
10412
20.4%
2.7%
43.2%
64.9%
12.7%
10.2%

蒜你狠會否成歷史？

▲河南杞縣早熟蒜已投放市場 本報攝

◀農村商業銀行壞帳升幅較高

▲龍岩投資說明會項目簽約儀式現場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