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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繼續面臨上升壓力
內銀去季壞帳增224億

人幣中間價終結七連漲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十五日電】
江蘇省常州市將於十一月十九至二十三
日來港舉辦 「二○一二中國常州（香港
）城市產業推介活動」，期間將重點推
出 15 幅優質地塊。據悉，長實、九龍
倉、世茂、恒隆地產等多家本港知名地
產商將參加推介活動。

常州位於長三角的地理中心，處在
上海、南京兩大經濟圈的重疊部，歷來
備受投資者青睞。此次常州來港推介的
15 幅地塊，全部位於該市優質地段，

極具投資價值與發展潛力。如花園街城
市綜合體地塊位於常州市南部商業副中
心花園街兩側，周邊有成熟的湖塘居住
片區，居住人口約 20 萬人。且規劃有
軌道交通一號線通過，並在地塊內分別
設置有前蔣和湖塘兩個停靠站，為本地
塊帶來大量人流。按照規劃，該地塊將
打造為 「宜商、宜居、宜遊、宜娛、宜
行」的重要商業街區，商業發展潛力突
出。

常州火車站北廣場商務中心綜合體

地塊位於滬寧城際鐵路常州站北側，交
通條件優越，規劃將打造為集商業、商
務、金融為一體的大型城市綜合體，遠
期通過發揮快速公交（BRT）與地塊
東側軌道交通一號線翠竹站點的帶動優
勢，商業前景日益廣闊。該區域周邊生
活、教育、醫療、金融配套齊全，包括
大潤發、歐尚超市、翠竹商業街、紅星
傢具中心、常州外國語學校、武進醫院
、農貿市場、各大商業銀行網點等，滿
足業主生活所需。

眾多地產大亨將出席
據悉，目前已有近400名香港客商

確定參加本次推介活動，其中包括長

江實業執行董事趙國雄、招商局集團
總裁李建紅、九龍倉副主席周安橋、
世茂集團董事局副主席許世壇、恒隆
地產執行董事高伯遒等眾多知名地產
公司高層。

香港是常州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和經
貿合作夥伴，截至二○一一年底，該市
共批准香港投資企業 2716 家，協議註
冊外資 175.17 億美元，實際到帳外資
83.16 億美元，按國別地區分類，此三
項指標均位居全市第一位。目前，香港
有數千人在常州投資興業。常州創生醫
療、瑞聲科技、銀河電子、常茂化學等
6家公司已在香港上市，累計募集資金
24.52億元。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十五日電】中國央
行周四以利率招標方式進行了總額 910 億元
（人民幣，下同）逆回購操作，包括420億元
7天期及490億元14天期兩大品種，中標利率
分別為 3.35%和 3.45%。分析指出，本周有逾
4040 億到期逆回購需回籠，考慮到周二、周
四投入的2770億元逆回購資金，及520億元到
期央票，本周央行實現淨回籠750億元。

湘財證券宏觀研究員羅文波認為，周四逆
回購是央行正常的平滑資金流動性的做法，其
主要目的是對沖到期的逆回購，考慮到本月已
有財政存款下放，同時外匯佔款數據近期亦有
所恢復，預計未來逆回購的力度不會很大。他
補充稱，從需求角度看，目前市場對資金的需
求相對平穩，就物價因素看，新的漲價因素尚
未形成，CPI（消費者物價指數）總體亦較平
穩。鑒於此，目前市場資金面情況並不十分緊
張。

「央行往往依據市場實際情況調控流動性，在近期
市場流動性相對穩定的背景下，本周再次實現資金淨回
籠符合預期。」交銀金研中心研究員鄂永健坦言，周四
兩大逆回購品種的中標利率繼續維持上期水平，表明現
時市場對資金的需求仍較平穩，央行不需要加大逆回購
力度，即可保證市場資金面的合理適度。

當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小幅波
動，隔夜和7天利率微跌。其中，隔夜利率下跌1.99個
基點，至 2.2775%；7 天利率微跌 3.16 個基點，至
3.3167%；14天利率微漲0.66個基點，至3.4058%；1個
月期利率漲5.10個基點，至3.8005%。

常州下周赴港推介15地塊

國企今年來經營情況
（單位：億元人民幣）

時間

1-10月

1-9月

1-8月

1-7月

1-6月

1-5月

1-4月

1-3月

1-2月

實現利潤總額

1.75萬

1.55萬

1.38萬

1.20萬

1.02萬

8301.3

6690.1

4828.6

3635

同比變幅（%）

-8.3

-11.4

-12.8

-13.2

-11.6

-10.4

-8.6

-9.1

-10.9

環比變幅（%）

+1.7

+2.8

+1.1

-11.6

+20.6

-11.8

-0.5

+32.2

-

今年歷次調整油價一覽表
（單位：人民幣元/噸）

時間
11月16日
9月11日
8月10日
7月11日
6月9日
5月10日
3月20日
2月8日

汽油價
-310
+550
+390
-420
-530
-330
+600
+300

柴油價
-300
+540
+370
-400
-510
-310
+600
+300

國家發改委昨日宣布，自十六日零時起國內汽、柴
油最高零售價格每噸分別下調310元（人民幣，下同）和
300元，測算到零售價格90號汽油和0號柴油（全國平
均）每升分別降低 0.23 元和 0.26 元，降幅分別為 3.2%
和 3.4%。至此，今年以來內地汽柴油最高零售價格已
經過四漲四跌共八次調整，該頻率達到歷史最高紀錄。

發改委稱，此次成品油價格調整，主要是按照現行
內地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根據近期國際市場油價變化
情況決定的。九月十一日國內成品油價格調整以來，國
際市場原油價格震盪下行。受美國大選和全球經濟復蘇
緩慢等因素影響，十一月初美國西得克薩斯輕質原油
（WTI）和英國北海布倫特（Brent）原油期貨價格分
別跌至每桶 85 美元和 105 美元。截至本周三，內地油
價掛的國際市場三種原油連續 22 個工作日移動平均
價格下跌超過4%，達到成品油價格調整的邊界條件。
據此，國家決定及時下調成品油價格。

卓創資訊分析師陳晴表示，本次油價下調將直接拖
累 CPI（消費者物價指數）走低 0.007 個百分點左右。
另外，油價下滑將減少物流運輸成本，與百姓生活直接
相關的菜籃子、米袋子等價格都可能降低，進一步抑制
CPI漲幅。今年以來，國家發改委多次強調，新成品油
定價機制有望 「擇機出台」。目前接近年尾，年內新成
品油定價機制是否會面世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市場人

士普遍認為國際
油價和國內通脹
較低的時候，是
新機制出台的良
好時機。安迅思
息旺能源分析師
廖凱舜表示，當
前內地CPI水平
處於相對低位，
如若後期布倫特
油價繼續回落，
新定價機制出台
的時機點預計將
會出現。

油價今起下調3.2%

數據顯示，到三季度末，商業銀行
不良貸款餘額升至 4788 億元，前兩季
為 4382 億 和 4564 億 ； 不 良 貸 款 率
0.95%，一、二季度末均為 0.94%。其
中，大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 「一升一降
」，不良貸款餘額 3070 億元較二季度
增加 50 億，前兩季分別為 2994 億、
3020 億，不良貸款率則降至 1%，前兩
季分別為1.04%和1.01%。

農村商行升幅最大
相比之下，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

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不
良貸款餘額和不良貸款率均上升。其中
，農村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最多，
三季度末較二季度升 0.08 個百分點至
1.65%；股份制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
上升最多為86億元至743億元。

從上市銀行三季報中亦可看出不良
貸款的增長壓力。在 16 家上市銀行中
，不良貸款額和不良貸款率出現 「雙升
」的銀行數從上半年的7家上升至9家
，分別為交行、平安、光大、興業、招
商、民生、浦發、北京銀行和寧波銀行
。其中，平安銀行的不良貸款增加顯著
。三季報顯示，截至九月末，平安銀行
不良貸款餘額 56.57 億元，比年初增加
23.62 億元，增幅 71.69%；不良率 0.8%
，比年初上升0.27個百分點。

建設銀行董事長王洪章昨日向外媒
表示，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中國銀
行業面臨不良貸款增加的可能性。他同
時敦促商業銀行將信貸資源更多地向三
農、小微企業和民生領域傾斜。他還指
，建設銀行對當前形勢的嚴峻性已有充

分估計，該行一直堅持推行積極主動的
風險管理以及充分計提撥備。

交通銀行首席風險官楊東平認為，
由於經濟大環境沒有根本性改變，不良
貸款仍處在上升通道中。中國人民大學
金融學教授趙錫軍認為，目前一些地區
的企業因經營不善出現違約情況，這種
狀況難以在短期內得到緩解，四季度銀
行的資產質量可能繼續呈現下行壓力。

尚福林：風險尚可控
不過，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十八

大」期間接受採訪時曾回應稱，銀行資
產質量整體上是穩定的，風險是可控的。

尚福林分析稱，當前銀行的信貸投
放比較分散，沒有過多地集中在哪一類
高風險的貸款上，而貸款的保障比較充
分，大部分貸款是抵質押保證，第二還
款來源也比較充裕。

進入第四季度以來，銀行再次對重
點行業貸款風險進行了集中摸底。公司
類貸款中，排查主要集中在製造業、批
發零售業、房地產業、建築業、交通運
輸業、電力燃氣及水供應生產業這六大
行業。

數據還顯示，截至三季度末，商業
銀行實現淨利潤 9810 億元，同比增加
20%。三季度單季實現淨利潤3194億元
，較二季度下降 4.8%；三季度商業銀
行資本充足率為 13.03%，核心資本充
足 率 為 10.58% ， 分 別 較 二 季 度 的
12.91%和 10.41%小幅上升；三季度銀
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128.54萬億，同比
增長 19.67%，總負債 120.28 萬億，同
比增長19.51%。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五日電】深圳市羅湖區於
今日舉行的第十四屆高交會上共派出 37 家企業參展，
包括互聯網企業19家，新一代信息技術企業11家，節
能高新技術企業7家。

據了解，19 家互聯網企業主要包括黃金珠寶電商
平台佐卡伊、戴維尼；外貿服務領域電商平台一達通
；奢侈品網購平台奢華街；華南地區最大 B2B 電商平
台淘金地；歐洲進口商品 B2C 平台真購網等。今年六
月十一日，羅湖區政府正式發布《羅湖區產業轉型升級
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試行）》及10 個實施細則，對轄區
互聯網、新一代信息技術及其他高新技術企業進行專項
扶持。政策扶持資金規模從原來的 8000 萬元（人民幣
，下同）擴大到2億元。目前納入互聯網產業園管理和
服務框架的互聯網核心企業已達200家。

羅湖2億扶持高新企業

儘管昨日中國央行調低人民幣兌美
元中間價，但即期匯率開盤後仍至漲停
價位 6.2276，這已為連續 13 個交易日
觸及漲停。但隨後午盤出現中資大行提

供美元流動性，被市場解讀為央行授意
，致使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收跌至
6.2334。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周四結束連續

七天上漲，較前一日小幅回落 24 個基
點至6.2905，但由於美元結匯資金的大
量湧入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市場匯率
開盤仍然在周三的漲停價位6.2252，隨
後詢價系統調回至當日（周四）漲停位
置6.2276。某國有銀行外匯交易員表示
，人民幣出現階段性上漲以來，央行已
透露出要更多依靠市場力量的信號，因
此並未入市大量買入美元。

不過，隨後人民幣強勢走升勢頭顯
趨弱跡象，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收報
較前一日下跌 82 個基點至 6.2334。有
市場人士向外電稱，午盤有大行明顯提
供美元流動性，似有央行授意痕跡。

即期價連續13日觸及漲停
交易員稱，中間價連漲之後存在回

落的需求，同時也因隔夜美元指數.
DXY 稍微走強，早盤就已觀察到有中
資行在漲停位處接盤，午盤繼續有大行
出來提供美元流動性，隨十八大閉幕

，後期人民幣走向將更為明朗。上海一
大型銀行交易員稱： 「農行和中行比較
積極地報價美元買盤，央行授意的痕跡
還是有點明顯的。」交易員並稱，周五
人民幣即期市場的情況估計會相對好點
，中間價可能還會小幅回軟，但交易可
能不至於開盤就漲停，市況應該會均衡
些。雖新一屆中國領導人正式亮相不會
對市場產生直接影響，但十八大結束以
後，還是希望央行能出來救市。一位股
份制銀行外匯交易員表示，即期交易價
格全天陷入 「漲停」不動，現在唯有央
行注入些流動性，才能打破此「僵局」。

中國央行自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重啟匯率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二○一二年四月十六日起，央行將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日內波幅限制倍增至 1%
。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自七月下旬低
點至今已升值逾 2.7%，而自九月以來
已強勢升值約 2%，且在最近多次觸及
日間波幅上限並連創歷史新高。

中國銀監會昨日公布數據顯示，今年三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
餘額及不良貸款率雙雙上升，顯示銀行業資產質量有所下降。其中
，三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為4788億元（人民幣，下同），
連續四個季度反彈；不良貸款率升至0.95%，前兩季均為0.94%。
而撥備覆蓋率則從二季度的290.18%降至289.97%。

本報記者 范琳琳

中國財政部昨日公布的國有及國有控股
企業經濟運行情況顯示，今年一至十月份國
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 1.74 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降 8.3%，但降幅較前九個
月的11.4%有所收窄。此外，十月份利潤額較
九月份環比增 1.7%，並為連續第三個月環比
回升。

數據顯示，今年一至十月份國有企業累計
實現利潤總額中，中央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
1.25 萬億元，同比降 3%，十月比九月環比下
降 0.1%。其中，中央管理企業累計實現利潤
總額 9756.6 億元，同比降 5.9%，十月比九月
環比降 2.4%；地方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
額5012億元，同比降19.3%，十月比九月環比
增8.2%。

同期，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
33.79 萬億元，同比增 10%，十月比九月環比

下降 2.2%。國企下屬的中央企業，包括中央
管理企業和部門所屬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
21.04 萬億元，同比增 9.7%，十月比九月環比
下降 3.9%。其中，中央管理企業累計實現營
業總收入17.98萬億元，同比增8.6%，十月比
九月環比降 2.2%；地方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
業總收入 12.75 萬億元，同比增 10.6%，十月
比九月環比增0.6%。

電力業盈利增幅較大
同期實現利潤同比增幅較大的行業有電力

行業、煙草行業、電子行業、汽車行業等；實
現利潤同比降幅較大的行業為化工行業、有色
行業、建材行業、交通行業、機械行業等。

營運能力方面，一至十月國有企業存貨同
比增長 17.4%。存貨周轉率為 3.2 次，比去年
同期下降 0.2 次。應收帳款周轉率為 9.7 次，

比去年同期下降0.6次。平均總資產周轉率為
0.5次，與去年同期持平。

盈利能力方面，一至十月國有企業成本費
用總額為 32.27 萬億元，同比增 11.5%。其中
，營業成本同比增11.4%，銷售費用、管理費
用、財務費用同比分別增長 13%、8.4%及
34.8%。

中企聯經濟學博士馮立果提醒稱，在內外
需嚴重不足的態勢下，中國大企業必須意識到
，以前賴以高速成長的基本條件正在改變。未
來中國大企業必須向管理要效益，向內外資源
配置能力和效率要效益，向消費者的心理和潛
在需求要效益，向技術創新和市場創造要效益。

專家認為，近日公布的一系列經濟數據，
均確認了經濟回暖之勢。作為宏觀經濟先行指
標，十月份PMI（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四
季度經濟數據帶來了 「開門紅」，該指數連續
回升兩個月至50.2%，製造業活動重回擴張區
間，印證了宏觀經濟開始築底回升。而作為反
映實體經濟情況的硬指標，十月份工業生產增
速較此前回升0.4個百分點至9.6%，創五個月
新高。

商業銀行今年來主要監管指標一覽
單位（億元人民幣）

項目
不良貸款餘額
不良貸款率
撥備覆蓋率
存貸比
淨利潤（本年累計）
淨息差
資本充足率
核心資本充足率
累計外匯敞口頭寸比例
注*：為1-9月累計淨利潤

一季度
4382

0.94%
287.40%
64.53%

3260
2.76%
12.74%
10.31%
4.25%

二季度
4564

0.94%
290.18%
64.33%

6616
2.73%

12.91%
10.41%
5.18%

三季度
4788

0.95%
289.97%
65.28%
9810*
2.77%
13.03%
10.58%
4.65%

▲▶商業銀行中，農村商行不良貸
款率上升最多，三季度末較二季度
升0.08個百分點至1.65% 網絡圖片

國企利潤降幅縮窄至8.3%

▲本周有逾4040億到期逆回購需回籠
彭博社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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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750
億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