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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銀行傳收緊地方貸款
中銀監要求持續控制房貸

中國銀監會接連提出窗口指導及下發
通知以防範銀行體系的金融風險。繼日前
提出針對理財業務投資的8號文，有消息稱
銀監會已下發文件，要求農村中小金融機
構的平台貸款餘額只降不增，農村信用社
和主要監管指標不達標的農村商業銀行原
則上不得購買理財和信託產品。

本報記者 彭巧容

央行本周淨回籠570億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二十八日電】中國央行周四開展

300億元（人民幣，下同）28天期正回購操作，結合周二的
同期限品種正回購，在不動用其他流動性調控工具的前提下
，本周公開市實現淨回籠570億元。有分析估計，央行將繼
續在公開市場進行小幅度的資金回籠，料今年三、四季度前
貨幣政策仍將維持中性水平。

周四進行的正回購操作利率持平在2.75%的水平，而計
及本周，央行已連續第六周在公開市場進行資金回籠操作。
分析認為，央行不斷維持小幅正回購與越來越多的熱錢流入
境內有關。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鄂永健指出，近期人民
幣匯率走勢反應出內地較強的 「結匯意願」，中國經濟溫和
增長的態勢也在增強中國企業及居民對人民幣的增值預期，
受此影響，監管層為保持匯率的穩定，將繼續在公開市場進
行小幅度的資金回籠，四月份公開市場流動性料將延續目前
的平穩格局。

聯訊證券宏觀及固定收益高級分析師楊為學認為，年初
外匯佔款的大幅流入已造成一季度市場流動性的整體寬鬆，
央行本月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已從市場回籠1500多億元資金，
該規模明顯少於今年一、二月的水平。他續稱，三月份外部
資金雖仍有流入，但其流入方向主要集中在權益類市場及工
業品領域，上述兩大領域的價格不會對未來物價起到推升作
用，食品價格仍是未來主導通脹走向的最重要因素。據此，
預計今年三、四季度前貨幣政策將維持中性水平。但另一方
面，由於宏觀經濟正處在企穩回升走勢中，未來兩個月監管
層或更關注需求，預示四月份流動性或出現溫和收緊態勢。

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周四各短期品種回
購利率各有漲跌，隔夜、7天期及一月期利率分別上升0.90
、32.80及7.40個基點，報1.7500%、3.1770%、3.3510%。14
天期利率則跌8.50個基點報3.8490%。

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前兩個月全國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利潤延續去年四季度的回升趨勢，較

去年同期增長17.2%至7092億元（人民幣，下同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分析稱，利潤繼續恢
復性增長是受電力、石油加工、鋼鐵、電子、汽
車及煙草六行業拉動。其中，電力、石油加工和
鋼鐵三個行業的貢獻率超過五成。

因電力等六行業拉動
今年前兩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中

，來自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2125億元，比去年
同期增長18.9%；集體企業實現利潤106億元，增
長6.8%；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4102億元，增長
16.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實現利潤1592
億元，增長12.8%；私營企業實現利潤2306億元
，增長16.9%。

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30個行業利潤比去
年同期增長，8個行業利潤比去年同期減少，2個
行業由同期虧損轉為盈利，1個行業虧損比去年
同期減少。

何平指出，今年前兩個月利潤增速較高主要
是受去年同期基數較低影響，去年同期為負增長
5.2%。若將今年前兩個月實現利潤與二○一一年
同期相比，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增長11.1%。此外
，從行業看，今年前兩個月的利潤增長主要受電
力、石油加工、鋼鐵、電子、汽車及煙草六行業
拉動。該六行業利潤增長較快主要歸因於同期基
數較低和原材料價格下降，該六行業對期內利潤
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八成。

其中，石油加工行業受惠原油價格下降，由

去年同期虧損101億元至今年首兩月實現盈利57
億元；鋼鐵行業則基於同期數較低及鐵礦石價格
下降，實現利潤同比增長17倍至146億元；電力
行業得益於煤炭價格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令發電
成本得以降低；在部分地區電價結構調整下電價
出現小幅上漲，實現利潤同比升1.5倍至460億元
。上述三行業對拉動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增長分別
貢獻2.6、2.3及4.6個百分點。另外，電子、煙草
及汽車行業同比的增速分別為89%、21.3%及
19.8%，實現利潤分別為235億元、331億元及612
億元。

統計局的數據還顯示，今年前兩個月，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3.69萬億元，
比去年同期增長13.1%。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
的成本為84.46元，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18%
。二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帳款7.98萬億
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6%。產成品存貨2.93萬億
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5%。

電商發展論壇深圳開幕
【本報實習記者汪雋逸深圳二十八日電】2013中國（深

圳）電子商務發展論壇於今明兩日在深圳舉行。商務部電子
商務與信息化司副司長聶林海表示，下一步電子商務的發展
趨勢將會是傳統企業網上網下高度融合；另外，電子商務對中
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通過供應鏈解決也是重要的發展趨勢。

本屆電子商務發展論壇緊扣電商發展趨勢，舉行 「電子
商務驅動企業經營革新」主論壇與 「APEC中小企業峰會外
貿電子商務論壇」分論壇。聶林海、深圳市領導及50餘位電
商出席大會，並有逾1000人的企業高管、專業來賓和投資人
參會。聶林海介紹，二○○六年全國電子商務交易總額只有
1.5萬億，二○一一年已達5.88萬億，二○一二年初步統計約
在8萬億左右，平均年增速都超過30%，電子商務還帶動相
關服務業的高速發展。

中行料下季經濟提速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八日電】中國銀行今日在京發

布下季宏觀經濟金融展望報告。該行預計，二季度中國經濟
增長將小幅回升，GDP8.2%左右，比首季有所加快，CPI（居
民消費價格）上漲3.2%左右。報告稱，決策層將在穩增長和
防通脹之間尋求平衡，財政政策將更加積極，增赤、減稅和
增支將是財政政策調整的三大力點。貨幣政策總體保持穩
健，將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確保流動性基本穩定。

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月M2（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
明顯高於13%的全年調控目標值，M2餘額也已經接近100萬
億元，表明市場流動性仍較寬裕。中行預計，二季度末M2
餘額增長14.5%，比一季度末小幅回落，預計全年新增人民
幣貸款為8.5萬億元左右，社會融資總量為17萬億元左右。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說，今年前兩個月
新增人民幣信貸總量保持擴張，信貸增幅基本符合預期。預
計三月新增貸款為8500億元，新增信貸基本是按照監管部門
的節奏運行。年內貨幣政策總體保持穩健，存款準備金率和
利率短期內將保持穩定，預計全年降準1次，法定存貸款利
率不變，央行將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確保流動性基
本穩定。

宗良並估計，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彈性增強，二季度
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或升至6.18左右，年內料升值3%左右。

在房地產市場方面，中行分析指出，隨新國五條的出
台，房地產市場將由一季度的量價齊漲轉向二季度的量滯價
穩，三季度供需雙方對政策的逐步消化，房地產市場將試探
性下挫，成交量可能萎縮。從全年來看，房地產銷售將呈現
前高後低的趨勢。

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17%

據媒體報道，銀監會在三月八日已下發《2013年
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工作要點》的通知。銀監會的
文件要求，農村金融機構要嚴控不良貸款反彈，嚴把
重點領域風險關口，築嚴影子銀行關聯業務風險防火
牆，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平台貸款餘額只降不增
按銀監會口徑，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包括農村商業

銀行、農村合作銀行、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信
用合作社、農村信用合作社聯合社、農村信用合作聯
社、省（自治區、直轄市）農村信用社聯合社、農村
資金互助社等。通知明確，監管及監測兩類平台貸款
合併計算，餘額只降不增，重點壓縮縣及縣以下平台
貸款。除國家重點在建續建項目外，不得發新的平台
貸款。必須確保資金優先用於支持農業和小企業，不
得擠佔信貸資金購買理財和信託產品，也不得通過購
買平台公司債券、中期票據、信託產品等方式向平台
提供融資。

文件並要求，農村中小金融機構高度關注和經濟
周期密切相關的政府融資平台、房地產以及鋼貿、光
伏、紡織等產能過剩行業風險。其中，房地產開發貸
款的增速不高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佔比超過同業平
均水平的要繼續下降。從嚴控制土地各貸款，嚴禁向
政府形象工程發放貸款。加強對出口依賴型、快速多
元擴張型、集團關聯複雜型、多頭保舉債型、高務槓
桿型、私募包裝型企業等六大類企業的風險核查和評
估。對存在風險隱患的，要及時保全資產至退出。

將嚴治貸款集中度超標
此外，農村金融機構貸款集中度超標問題亦將被

嚴治，資本充足率超8%的機構不得新增超標貸，且
必須在年內全面達標。

外電引述銀監會對上述消息不予評論，但平安證
券固定收益事業部研究主管石磊昨日向內媒確認，銀
監會日前確實發布該《通知》。

隨近期銀監會推出多項針對理財產品和防範影
子銀行相關業務擴大的措施，有業內人士預計，近年飛
速增長的銀行理財市場發展速度將有所回落，依託債
權類理財產品的表外融資也將受到重創。同時，對農
村金融機構的理財和債券投資業務都會有不小影響。

華東地區一農信機構負責資金運用的高管明確指
出，現在理財和債券投資高收益的東西都不能買。即
使一些農村金融機構風險管控的好，也不能買，這會
對此類機構的投資機構帶來很大影響。

粵中小戶型樓盤受追捧
【本報實習記者董謙君廣州二十八日電】《二○一三廣

東房地產藍皮書》今日發布，顯示在 「粵五條」後，專家與
企業代表仍看好今年樓市，中小戶型樓盤將有望再次受到追
捧。

廣東省房地產行業協會今日在廣州舉辦 「廣東房地產市
場景氣分析會」，並同步首發《二○一三廣東房地產藍皮書
》。《藍皮書》顯示，去年廣東省房地產市場90平方米（約
968平方呎）以下的小戶型極為暢銷，二○一一、二○一二
年銷售率分別達到98.9%和95.6%。 「粵五條」出台也明確鼓
勵中小套型住房項目。

廣東省房地產行業協會秘書長王韶認為，廣東嚴格執行
中央調控政策的態度和決心沒有改變，廣州、佛山、深圳和
珠海等城市限購不會放鬆，但並不意味調控的另一隻靴子落
地。他又呼籲房企順勢而為，去庫存同時增加中小戶型普通
商品住房供應。發布現場的行業分析人員大多對今年樓市走
勢持較樂觀態度，也同意中小戶型樓盤將有望再次受到追捧
。但王韶表示，資金渠道來源和成本優勢正成為房企的核心
競爭力，中小型房企若無法轉型升級做出 「特色」，將面臨
被 「洗牌」困局。

【本報記者黃裕勇、實習記者陳若菲廣州二十八
日電】廣州今日召開二○一三年重大項目投資推介會
，132個重大產業項目現場簽約，包含非金融類簽約
項目129個和非金融類投資項目3個，投資額分別達
3900億元和700億元（人民幣，下同），外商簽約項目
投資額達230億元。廣州市長陳建華表示，廣州未來
四年還計劃投資3.3萬億元建設逾2300個投資項目。

推介會上並推介50個投資項目，包括地鐵二十一
號線、南沙新區明珠灣區起步區、南沙新區國際高端
醫療健康城等。廣州還將與金融機構簽訂總額超過
4000億元的授信合作協議，為重大項目建設提供資金

支持。陳建華表示，廣州未來四年建設逾2300個投資
項目中，今年將建設其中282個重點項目，包括廣汽
、北汽和東風日產汽車產業項目、廣州民間金融街（
二期）等。此外，廣州還將實施投資倍增計劃，預計
二○一六年度投資總額將超過7500億元，服務業
GDP（國內生產總值）佔比亦由去年的63.6%提升到
70%。

年投40億支持戰略性產業
廣州發改委主任潘建國亦透露，未來五年廣州還

將每年安排40億元支持戰略性產業發展，扶持產業壯

大，並推進基礎設施和主導產業的建設，包括沿海主
樞紐港、城際城市軌道交通、高快速路網等基礎設施
，商貿會展、金融保險、現代物流、汽車製造、重大
裝備等優勢產業，及信息技術、生物與健康產業、新
材料、新能源與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項目。

另外，在今天廣州舉辦的 「新廣州．新商機」二
○一三重大項目投資推介會上，南沙新區簽約16項大
型投資項目，總金額為1276.6億元，處於廣州各區市
的首位。南沙本次簽約項目主要涉及五大主導產業以
及戰略性基礎設施、社會民生等領域。其中，港澳投
資成為亮點，香港創鴻亞太投資公司將在南沙投資6
億元興建國際康復及腫瘤防治中心項目，澳門南沙商
會將投資5.5億元於南沙建立南沙澳門及葡語國家產
品展銷中心。

粵今年引資已近萬億
進入三月後，廣東省各地市拉開年初招商引資大

幕，通過「三舊」改造釋放土地資源，繼續放寬民企投
資領域，招商引資引項目。據悉，廣東各地引資已近
萬億元，有望繼續確保廣東GDP保持內地第一的位
置。江蘇與廣東GDP僅相差3000億元，引起廣東決
策層警覺。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直言，廣東投資增
長長期落後於江蘇，是兩省GDP差距大幅縮小、廣
東領先優勢逐漸喪失的重要原因。為成功捍衛內地經
濟 「一哥」地位，廣東省決定在投資方面發力，未來
三年將在投資領域砸下7.7萬億元，其中基礎設施是
投入重點，448項基建項目總投資將高達2.7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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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二十八日電】信用評
級機構標準普爾指出，目前內地五成左右影子銀
行的信貸風險明顯好於銀行貸款的風險，短期內
影子銀行對銀行體系造成的潛在風險依然可控。
但關注地方融資平台的影子信貸，銀行或迫於地
方政府壓力提供全面的流動性支持，相關風險就
可能轉嫁給銀行體系。

標普信用分析師廖強周四在標普電話會議上
表示，截至去年末，中國影子銀行的信用規模達
22.9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相當於去年中國
銀行業貸款總量的34%，去年全年GDP的44%，
目前的規模仍控制在 「中等水平」。由於銀行自
身不會大規模向第三方理財產品提供流動性支持
，且不會承擔損失，就目前銀行體系的財務狀況
、資本指標、盈利能力、流動性狀況等判斷，銀
行有足夠能力吸收及降低影子銀行造成的風險衝
擊，短期內應不會動搖中國銀行業及中國經濟的

根本。不過，未來中國通脹一旦出現大幅攀升，
或推高名義利率的上揚，屆時部分信貸就無法如
期償付，或進而引爆新的風險。

對於地方融資平台對銀行業的影響，廖強指
出，中國銀行業的資產負債表目前已積累了較高
風險，尤其是來自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及房地產開
發領域投放的信貸風險。部分地方融資平台的影
子信貸，或令銀行迫於地方政府壓力提供全面的
流動性支持。若出現上述情況 「相關風險」就可
能轉嫁給銀行體系。

銀監會日前下發規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
運作的通知，廖強認為，通知提高銀行理財業務
的整體透明度和投資者對理財產品的認知，有助
降低銀行體系面臨的潛在風險。不過，上述政策
或將影響到影子銀行規模的發展，亦可能將一些
需求擠壓到其他不同的產品中，屆時企業債或出
現多發。

標普稱影子銀行風險可控

▲◀若農村金融機構
資本充足率超8%，
該機構不得新增超標
貸，且必須在年內全
面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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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舉辦「
新廣州．新商
機 」 2013 重
大項目投資
推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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