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啟事
亞南雞煲

現特通告：周偉雄其地址為九龍花
園街 211 號地下，現向酒牌局申領
位於九龍花園街 211 號地下亞南雞
煲的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市
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8月2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ROLF GEORG LANGE：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張 嘉 欣 訴 被 告 ROLF GEORG
LANGE 離婚糾紛【案號：（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
114 號】一案，本案現已經審理終結。因被告 ROLF
GEORG LANGE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款第七項和二百四十七
條的規定，現依法向被告ROLF GEORG LANGE公告
送達本案民事判決書，公告期為6個月，期滿後即視為
送達。本案判決如下：准許原告張嘉欣與被告 ROLF
GEORG LANGE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 元（原告已預
付）由原告張嘉欣負擔。如不服本判決，被告可在本判
決書送達之日起 30 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及按對方
當事人人數提交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訴，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本院地址：廣州市寺右北一街三巷一號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2）湛坡法民初字第51號
曾煥成：

本院受理原告李亞妹訴你離婚糾紛一
案，因以法律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直接向你
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的有關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副本、應
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票。自公告
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
狀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的 30 日內。
本案定於舉證期限屆滿後第三日上午9時30
分（遇節假日順延）在本院第一審判庭公開
開庭進行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B8中國經濟責任編輯：王文嫻

央企首七月淨利跌16%
每噸鋼盈利僅1.68元 形勢嚴峻

銀行結售匯現小幅順差
七月份代客結售匯扭轉六月的逆

差局面，錄得順差 5 億美元（約 32 億
元人民幣）。同期的遠期結售匯的淨
售匯規模也較六月有所收窄，至 34 億
美元。國家外匯管理局昨日在網站上
的新聞稿表示，下半年外匯管理的重
點工作為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進程。

刊登在外匯管理局網站上的數據顯
示，七月銀行代客結匯 1275 億美元，
售匯 1270 億美元。同期，銀行代客遠
期結匯簽約118億美元，遠期售匯簽約
152億美元。今年六月銀行代客結售匯
逆差 35 億美元。六月的遠期結售匯簽
約則出現107億美元淨售匯。

今年前七個月，銀行代客累計結匯
8725 億美元，累計售匯 8426 億美元，
銀行代客累計結售匯順差300億美元。

同期銀行代客累計遠期結匯簽約957億
美元，累計遠期售匯簽約1045億美元，
銀行代客累計遠期淨售匯88億美元。

居民持外匯意願增強
金融問題專家趙慶民指出，去年

第四季度以來，中國銀行代客結售匯
出現順差和逆差交替出現的局面，這
說明在人民幣出現貶值預期下，企業
和居民持有外匯的意願增強；而遠期
結售匯簽約持續逆差，體現了在人民
幣貶值預期下，一些遠期收付的企業
，通過遠期購匯工具來管理匯率風險
。昨日，人民幣兌一美元中間價報
6.3305 元，較上日走高 11 個基點。詢
價 交 易 系 統 人 民 幣 兌 一 美 元 收 報
6.3545 元，較上日走低 10 個基點，全
日在6.3572-6.3527區間波動。

外匯管理局還公布，七月份境內銀
行代客涉外收入 2184 億美元，對外付
款 2096 億美元，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
順收 88 億美元。今年前七個月，銀行
代客累計涉外收入1.4437萬億美元，累
計對外付款13558億美元，銀行代客累
計涉外收付款順收880億美元。

此外，外匯管理局分局長座談會日
前在陝西召開。會上提出下一階段外匯
管理的六個工作重點：一是要切實守住
風險底線。二是要繼續把貨物貿易外匯
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做實做細。三是繼續
推動法規清理和法規框架重構。四是穩
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五
是完善外匯市場交易和清算機制，推進
國內外匯市場發展。六是抓好廉政風險
防控試點工作。

央行研究報告：房產稅替代限購

各月銀行代客結售
匯順差及代客收付順收

（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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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四日電】中國國際經濟交
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今日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強調
，當前經濟形勢非常嚴峻，中國經濟能否見底回升可能
要推遲到三季度以後。面對當前經濟形勢，中國政府應
當出台更為有利的政策措施。

鄭新立強調稱，實際上目前經濟觸底的時間越來越
晚，一方面由於對歐債危機的影響估計不足，另一方面
去年放鬆銀根的時間有些晚。如果去年上半年放鬆銀根
，在今年上半年就應該有效果。而按照目前的政策節奏
，明年是否有效果亦難說。

雖然政策放鬆空間已打開，但讓鄭新立更為憂慮的
是企業和居民對未來預期的悲觀。他表示，目前企業不
敢投資，是因經濟增速下降預期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和
消費行為。而企業在未來預期較為悲觀的情況下，留足
現金以應對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今日指出，今年以來受歐
債危機加劇等因素影響，世界經濟復蘇進程複雜曲折，
中國經濟增長也面臨壓力。不過他認為，當前中國經濟
運行儘管遇到了不少困難和問題，但經濟增長速度仍保
持在預期範圍之內。

鄭新立還指，經濟觸底回升關鍵是要激發企業的活
力。在強調經濟轉型之際，經濟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長空
間，如果沒有增量，逼迫存量資產調結構，不可能實現
技術的升級。他表示，下半年要出台更為有利的措施以
提振經濟。要力鼓勵民間投資的增長，加大基礎設施
建設和改造和提高公共服務能力。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二十四日電】上海市副市長、
市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工作推進小組組長屠光紹今日強調
，金融發展環境是上海國金中心建設的重要基礎，要進
一步加強和改進政府公共服務，加快形成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金融發展環境。此外，上海相關部門正在進行試點
準備工作，爭取在三季度批准首批外資商業保理試點企
業。

屠光紹是在上海市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工作推進小組
工作會議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指出： 「下半年要充分
利用金融改革的深化，加快金融市場體系的建設；利用
金融機構與金融業務的轉型，加快金融機構的集聚；利
用全球金融格局的變化，加快全球金融資源的吸引；利
用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加快上海作為全球人民幣業務
中心地位的確立。」

商務部近日已正式發文同意在上海市浦東新區和天
津市濱海新區開展商業保理試點。上海市委常委、浦東

新區區委書記、市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工
作推進小組副組長徐麟強調，浦東新區
將重點在集聚平台型金融服務機構、擴
大國際貿易結算中心試點、推動融資租
賃行業發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創
新陸家嘴金融城管理體制等方面加大力
度，把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核心功能區的
作用發揮好，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做出更大的貢獻。據了解，今年六月上
旬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委聯合審核下發
了出口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重點監管企
業名單，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全面
放開。截至六月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
算量累計達 2192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長78%。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二十四日電】
內地經濟增速的減弱已使上海商業地產
出現降溫跡象。今年一月至本月二十一
日，上海新建商業地產項目累計成交
1.31萬套，約160.09萬平方米，同比分
別下降 37.48%和 38.51%。分析人士表
示，目前上海商業地產存量已逾千萬平
方米，按今年月均成交水平，要完全消
耗上述面積需要四年時間。

「經濟增速的減緩使企業需求嚴重
不暢，並開始傳導至上海的商業地產市
場。」21 世紀不動產市場研究部經理
黃河滔表示，本月至今上海新建商業項
目累計成交1360套約19.07萬平方米，
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 34.36%和 41.72%

。他進一步指出，目前上海商業地產的
成交均價約每平方米 1.68 萬元人民幣
，雖然價格較七月微增 0.9%，但同比
卻驟降了 34.17%；與此同時，本月以
來上海約有 11.9 萬平方米商業項目獲
批入市，較七月同期大跌 42.58%，但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39.76%。

上海商業地產成交的銳減，已令商
業地產存量出現攀升，截至本月二十一
日，上海商業地產存量已逾 1000 萬平
方米。黃河滔說，目前上海商業地產存
量約 7.55 萬套，約 1116.75 萬平方米，
按今年月平均成交 20 萬平方米計算，
現時存量規模需要整整四年時間方能完
全消耗。

中國央行本周進行的巨額逆回購，雖進一
步淡化短期內降準的預期，但降準極有其必要
性。中國央行統計司副司長王毅也指出，央行
有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的空間。此外，央行行長
周小川提出，將繼續完善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
慎管理制度框架，並加快存款保險制度建設，
建立健全危機管理和金融穩定框架。

周小川本周三被問及頻繁使用逆回購工具
，是否意味央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
性有所降低時表示，不排除任何形式的政策工
具。央行本周大力度的逆回購操作使得資金面
緊張程度有所緩和，但市場普遍相信降準仍是
必然的，因市場資金面難言寬鬆，料降準很有
可能在九月份執行。

此外，央行周三會同 12 部委召開中國首
次金融部門評估規劃工作總結座談會。央行網
站刊出的新聞稿提到，周小川表示，當前中國
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形勢仍很嚴峻，經濟增長
下行壓力仍然較大。央行將針對不斷出現的新
情況，繼續加強和改進金融宏觀調控，完善逆
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深化金融

機構改革，大力發展金融市場，鼓勵金融創新，深入推
進金融體系市場化進程，加快存款保險制度建設，建立
健全危機管理和金融穩定框架。

外商保理試點企業快獲批

滬商業地產成交降近四成

國經中心：經濟觸底尚早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四日電】中國央行調
查統計司周五發布報告稱，當前順差、房價和轉
型升級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問題。在房價
方面，該行提出，應在適當時機退出限購政策，
轉而代之以徵收房產稅。該報告同時建議，可相
應提高首付的比例，以支持和鼓勵剛性需求和改
善型需求。對於投資性需求，不予信貸任何支持。

不過，央行周五稍晚時間澄清，該報告僅代
表作者的個人見解，不代表央行觀點。該報告由
央行調查統計師發布，報告為《德國經濟再度崛
起的原因及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分析德國
經濟崛起的原因，認為能從德國的成功經驗得到
很好的啟示。

報告指出，二○一○年以來採取了限貸、限
購等一系列調控政策，目前房地產調控效果正開

始逐步顯現，房地產價格開始有所鬆動。但當前
的這種調控方式弊端也是非常明顯，限購政策雖
然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壓制投資性需求的方式來緩
解住房供需矛盾，從而對房地產市場起到降溫左
右，但一方面這部分被抑制的需求並沒有被消除
，一旦限購政策取消且沒有後續政策安排，被壓
制的需求可能重新反彈，房價有可能出現報復性
上漲。另一方面，限購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傷及
了剛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增加了不必要的調控
代價。更為重要的是，如果限購政策持續時間過
長，房價有可能出現斷崖式下降，從而對中國經
濟金融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央行：觀點僅代表作者見解
報告建議從四方面改善和完善現行的調控手

段。包括加快保障房體系建設、加快推進房產稅
改革、豐富差別化的信貸政策、建立和健全相關
法律體系。

其中，明確提出應在適當時機退出限購政策
，轉而代之以徵收房產稅。對於首套房或一定面
積內的住房免徵房產稅；對於二套房或超過一定
面積的住房，徵收房價市值一定比例的房產稅；
對於三套及以上住房，將徵收房價市值更高比例
的房產稅。總之，通過合理的累進稅制，有效打
擊投資性需求，同時又較好地保護剛性需求和改
善型需求。

報告並建議，中國效仿德國的做法，要繼續
支持和鼓勵剛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對剛性需求
，首付款比例應繼續調低至30%，並執行較低的
長期固定利率。對於改善型需求，首付款比例可

調高至 40%-50%，同時執行合適的長期固定利
率。對於投資性需求，不予信貸任何支持。

此外，可從法律上明確規定，房價或房租偏
離 「合理」水平一定幅度，房屋的賣方或房屋的
出租者將被處以高額的罰金，甚至處於嚴厲的刑
法。

▲當前順差、房價和轉型升級是困擾中國經
濟發展的三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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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一至七月中央企業累計
實現營業收入約為 12.33 萬億元，同比
增長 8.4%；上交稅費總額 1.26 萬億元
，同比增長 13.8%；累計實現淨利潤
4593.8 億元，同比下降 16.1%。其中，
七月份當月實現淨利潤693.7億元。

短期難有根本性好轉
對於昨日公布的央企數據，申銀萬

國研究所首席分析師桂浩明認為，這反
映出央企大部分處於壟斷行業。由於關
係到國計民生，儘管經濟增長出現下滑
，但是這些行業基本需求仍然存在，所
以收入方面的數字還是往上走。但由於
經營環境惡劣，譬如原材料成本的上升
，使得利潤總額出現回落，形成了營業
收入和利潤增長反向運行的格局，這表
明現經濟運行狀況在進一步惡化。

值得注意的是，和一個多月前公布
的上半年數據相比，本次公布今年前七
個月央企淨利潤下降的幅度收窄了 0.3
個百分點，顯示七月份央企的淨利潤有
所回升。不過，桂浩明表示，這並不能
看作央企利潤回升觸底反彈的信號。

桂浩明續稱，如果要判斷利潤觸底
反彈需要兩個月，甚至三個月以上的數
字來連續證明，單月數據很難證明。而
反彈的幅度也只有 0.3%，幅度太小，
這只能說跌勢開始趨緩。能否確認今後
會有效的回升，現在還難以判斷。從實
體經濟的狀況來看，八、九月份也不會
有太大的改善，故央企的經營狀況難言
出現根本性改善。

國資委：經濟進入緊縮期
國資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前七月利

潤下降主要是因經濟形勢嚴峻。國資委
副主任邵寧此前表示，中國經濟經歷了
持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已開始進
入一個緊縮時期，央企要做好三到五年
過 「寒冬」的準備。

以內地鋼鐵行業為例，自去年四季
度以來，尤其是鋼材市場持續低迷，鋼
鐵業微利甚至虧損的局面難有改觀。根
據中鋼協的統計數據，今年一、二月份
，鋼鐵行業陷入全行業虧損，隨後的三
個月裡開始賺錢，到六、七月份又出現
虧損，虧損加快加重的趨勢明顯。中鋼

協副會長王曉齊近日透露，最新抽樣調
查顯示，八月份第二周鋼鐵行業虧損面
達到80%，到第三周則擴大到83%，虧
損面有加大的趨勢。目前鋼鐵行業賣一
噸鋼的利潤是 1.68 元。他並估計，虧
損的趨勢在三季度將繼續延續。

因經濟形勢嚴峻，國資委昨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央企業今年
一至七月實現淨利潤延續前六個月的下滑態勢，累計實現淨利潤
4593.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16.1%，但降幅比一至六
月收窄0.3個百分點。

本報記者 范琳琳

▲自去年四季度以來，內地鋼材市
場持續低迷，鋼鐵業微利甚至虧損
的局面難有改觀

▲周小川稱，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仍較大

▲內地宏觀經濟增速的減弱已使上海商業地產出現降溫跡象 本報攝

央企今年
前七個月淨利情況
日期

1-7月

1-6月

1-5月

1-4月

1-3月

實現淨利潤
（億元人民幣）

4593.8

3870.0

3076.7

2533.0

1813.7

同比
增減幅（%）

-16.1

-16.4

-16.7

-13.2

-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