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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壞帳逾5000億 連增六季
不良率升至0.99% 尚福林料續漲

熱錢湧入 外匯佔款連增四月【本報實習
記者陳若菲廣州
二十二日電】廣
州國土房管局今
日透露，為加強
本地房地產市場
監管，穗本周三
起商品住宅預（
銷）售價須提前
網上申報，並接
受國土房管部門
價格指導。這將
成為繼北京之後
，第二個明確表
示要對房價進行
指導的城市。

廣州國土房
管局相關負責人
表示，該市近日
已向各房地產開發企業和中介服務機構下發通知，規定
自四月二十四日起，全面執行商品房住宅預（銷）售價
格網上申報制度；同時加強房地產市場監管，將聯合工
商、物價等部門開展整治行動，重點查處違規銷售、違
規經紀、哄抬房價等行為。

據穗年度房地產市場調控實施意見，該市今年房價
漲幅將與年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幅（即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幅與CPI增幅的差值）掛
。廣州房地產協會特約研究員韓世同表示，據該市政
府工作報告，2013年廣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預計
增長11%，CPI漲幅控制在3.5%左右，因此廣州今年房
價控制目標約為7.5%。

韓世同指出，廣州去年一手樓均價僅每平方米1.4
萬元（人民幣，下同），但年底樓市回暖、房價 「翹尾
」，每平方米已接近1.6萬元。因此，即使加強價格指
導，限售、限網簽，以7.5%計算，每平方米1.5萬元的
年度房價控制目標亦較難實現。

廣東近日公布的一季度經濟數據，全省一至三月商
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勁增逾五成，銷售額更同比大升
74.4%，看漲情緒高漲，樓市調控形勢嚴峻。

穗官方明確稱指導房價

國家外管局昨日還公布去年中國國
際投資頭寸情況。受國內外經濟進入深
度轉型階段影響，去年中國對外金融資
產負債增幅有所放緩，中國儲備資產佔
比下降至○八年以來的最低點。截至去
年末，中國對外金融資產5.17萬億美元
；對外金融負債3.44萬億美元，分別較
一一年末增長9%及13%，增速回落分別
6個及12百分點。

在對外金融資產中，中國對外直接
投資5028億美元，證券投資2406億美元
，其他投資1.04萬億美元，儲備資產
3.39萬億美元，分別佔對外金融資產的
10%、5%、20%和65%。同期對外金融
淨資產1.74萬億美元，增長3%。同時，
對外金融負債結構基本穩定。外國來華

直接投資21596億美元，證券投資3364
億美元，其他投資9426億美元，分別佔
對外金融負債的63%、10%和27%，與
上年比基本不變。

外管局有關部門負責人稱，數據顯
示中國對外金融資產結構有所優化。去
年儲備資產佔比下降至○八年以來的最
低點。在去年新增對外金融資產中，儲
備資產貢獻下降至30%，遠低於○四年
以來65%的年均貢獻水平。

外管局昨日還修訂了二○一一年中
國國際投資頭寸表，並在一一年修訂數
的基礎上編製去年末中國國際投資頭寸
表。外管局表示，將在發布今年末中國
國際投資頭寸表同時公布修訂後的去年
各季度末數據。

中國金融機構外匯佔款連續第四個
月增加，三月新增外匯佔款2363.02億
元（人民幣，下同），也令今年首季度
的新增外匯佔款達到近1.22萬億元。分
析稱，數據引證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升溫
，資本流入中國強勁。不過，隨中國
經濟增長弱於預期、監管層加大資本管
制力度等因素，後期資本流入規模料自
高位下降。

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截至三月底，中國金融機構外匯佔款由
二月份的26.832萬億元升至27.069萬億
元。三月份的新增外匯佔款雖較一月及
二月份的6837億及2954億元大幅減少，

但由於前兩個月的強勁數據，令今年首
季度的新增外匯佔款月均增速達到4000
億元，遠高於去年全年月均增幅僅有的
400億元。

分析籲警惕快進快出
招商證券宏觀經濟研究主管謝亞

軒表示，三月份外匯佔款雖較該行預
期低，但認為往後資金流入還是會持
續，料全年月均外匯佔款將在2000億
元左右。市場人士也同意，當前外匯
佔款逐月下降的趨勢較為明顯，但相
信每月至少仍會超過2000億元的規模
，仍與前些年經濟快速增長、順差規

模較大時相仿。
三月的外匯佔款在結合央行公布當

月末財政性存款餘額為2.53萬億元，當
月減少2670.27億元後，兩項數據表明
當月市場流動性增5033.29億元。

有分析稱，必須警惕當前的資本流
入含有較強的投機性質。中國銀行國際
金融研究所所長李建軍指出，從近期對
香港等地出現虛假貿易等事件看，實際
的外貿增長今年 「保八」可能很困難，
不支持每月那麼高的外貿佔款。境內寬
鬆的流動性和相對較弱的經濟增速之前
存在矛盾，房市、股市等市場都還沒有
出現資金流入的痕跡，通脹水平也較低

，流入的資金極有可能成為熱錢，須警
惕後期熱錢逃離的可能性。

謝亞軒分析稱，套利資金持續流入
也會給人民幣匯帶來升值壓力。昨日人
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走低20個基點報
6.2415元影響，即期匯價較前一交易日
也走低50個基點，報6.1826元，全日在
6.1801至6.1826波動，日內的最大波幅
上限在0.98%。不過，今年以來人民幣
兌美元的累計升值幅度已達0.77%，離
市場預期今年全年升值1%至2%的幅度
已經過半，其中四月以來的升值幅度達
到0.45%。

對外金融資產結構趨優化

【本報記者尹健、高乙菲報道】吉林省
通化市周一在香港舉行新型城鎮化建設優勢
產業推介會，吸引近百名港商前來洽談投資
，現場共有6個項目簽約，總投資額達19.4億
元人民幣。

通化市市長田玉林表示，通化市是東北
東部的交通樞紐、商貿中心、物流集散地，
是中國中藥之鄉、人參之鄉、優質大米之鄉
、松花硯之鄉和滑雪之鄉。通化的經濟以醫
藥、冶金、食品三大支柱產業和能源、新型
建材、機械製造、農特產品加工、旅遊等優
勢產業為主體，是國家現代中藥、生物醫藥
產業基地、首批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
長白山綠色食品基地。

田玉林說，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
推動下，近些年通化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現
正在統籌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
，實施投資拉動、項目帶動和創新驅動戰略
，加快建設東北東部中心城市、中國北方宜
居山水城市。這為國內外投資者到通化發展
提供了新的機遇。非常希望通化和香港兩地
能抓住機遇期，尋求更多合作，開拓新的領
域，提升層次並不斷擴大合作成果。

通化市副市長辛立艷表示， 「重商、親
商、富商、安商」已成為通化人現在的共同
理念和發展共識。該市將不遺餘力地為外來
投資者創造條件，提供優惠政策和全方位、
全過程的優質高效服務，實現互惠共贏。

【本報記者張曉陽海口二十二日
電】海南省今日公布，該省一季度生
產總值（GDP）為734.62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10.5%。服務業
成為首季增長支撐點，而房地產業、
批發業和金融業又是服務業較快增長
的主要推動力。其中，商品房銷量大
幅增加，銷售面積260.17萬平方米，
同比增長39.1%；房地產業增加值
118.51億元，增長19.2%，對服務業
增長貢獻率達38.3%，拉動服務業增
長5個百分點。

今年首季，第一產業增加值
168.24億元，增長6.3%；第二產業增
加值177.59億元，增長8.6%；第三產
業增加值388.79億元，增長13%。海
南省統計局局長符國瑄表示，今年一
季度海南房地產形勢遠超預期，成為
拉動一季度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目
前，該省房地產繼續保持平穩健康的

發展勢頭。
不過，海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副

廳長杜海鷹分析，受新 「國五條」影
響，首季海南商品房新開工面積下降
24.1%。

同時，海南也強化商品房預售
管理，提高商品房預售條件，強化
監管制度，由此提高房地產市場的
准入門檻。目前對中小房地產企業
的壓力逐漸增加，但長遠而言，有
利於企業整合優化和海南房地產轉
型升級發展。

下一步，海南將加快房地產轉型
升級，逐步減少純商品住宅項目的開
發，積極發展度假、療養、康體、養
生等與產業發展結合度高的經營性房
地產項目，抓好設施配套和配套服務
設施的建設，加強小區物業管理，抓
好房地產促銷工作，以擴大海南房地
產項目的影響。

瓊首季商品房交易增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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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在香港舉行推介會與港商簽訂6個合作項
目 本報攝

各月新增外匯佔款一覽
月份
03/13
02/13
01/13
12/12
11/12
10/12
09/12
08/12
07/12
06/12
05/12
04/12
03/12

億元（人民幣）
2363.02
2954.26
6836.59
1346.00
-736.27
216.25

1306.79
-174.34
-38.20
490.85
234.31

-605.71
1246.36

【本報記者陳安琪海口二十二日電】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
林表示，中國經濟增速目前已進入 「快
檔」向 「中檔」轉折期，未來5到10年
，中國經濟將從兩位數的高增長進入
7%至8%的中速增長階段。因此，改革
是中國最大的紅利。

他是日前在其主編的《改革紅利
─十八大後轉型與改革的五大趨勢

》讀者見面會上解讀如何通過五大轉型
改革來釋放 「改革紅利」。他稱，隨
外需明顯減弱、勞動力紅利明顯削減、
資源環境約束明顯增強，以往中國經濟
依靠投資出口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條件發
生明顯變化，產能過剩現象愈發嚴重，
體制機制矛盾更為突出。

他表示，當前的改革正在與危機賽
跑，需從加快推進政府轉型與改革，切
實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力解決體制性
、機制性腐敗問題三個方面切入攻堅克
難，方能把握改革的主動權。下一步須
通過加快改革釋放發展潛力，維持中國
經濟的五到十年的中速增長，使中國經
濟總量接近美國，人均GDP達八千至
九千美元，為中國經濟社會公平可持續
發展奠定基礎。該書主要圍繞走向消費
大國的轉型與改革、人口城鎮化的轉型
與改革、形成6億中等收入群體的轉型
與改革、市場導向的轉型與改革、以優
化權力結構為重點的政府轉型與改革。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二十二日電】數據顯示，上
周上海新建商品住宅共成交0.21萬套，約25.3萬平方米
，環比分別提升41.1%、31.5%，成交均價則環比下挫
7.5%，至每平方米2.2754萬元（人民幣，下同）。

德佑地產研究主任陸騎麟表示，剛需市場重新復蘇
是上周該市商品住宅成交量在滬版樓市調控配套政策出
台後，首度回歸25萬平方米關口的主因。此外，結構性
因素也造成上周該市新房平均銷售價格的走低，全市成
交量排名前五的樓盤，均是每平方米售價2萬元以下的
外圍剛需盤。

21世紀不動產上海區域市場部經理黃河滔坦言，近
期上海樓市成交量從絕對值而言並不低迷，剛需買家的
入市在一定程度上對樓市成交量能起到支撐作用，除本
月首周樓市成交量因政策因素跌至谷底外，本月其餘時
間的成交量均出現逐步回升的勢頭，樓市剛性需求的佔
比也明顯增多。據了解，上周該市商品房新增供應
36.25萬平方米，環比上漲29.2%，其中商品住宅新增供
應28.15萬平方米，環比上漲16.8%，錄得今年單周供應
量第三高。

另據接近監管層的知情人士透露，
去年以來新增的不良貸款，分地區看，
仍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分行業來
看，大部分新增不良貸款集中在鋼貿、
光伏、船舶等行業。

光伏鋼貿等行業最慘
尚福林也稱，今年初以來，全國多

地出現鋼貿企業信貸違約風險，部分經
營不規範的商戶從 「抱團還款」變為 「
抱團欠款」，加大了風險處置難度。另
據不完全統計，最近一個月內，僅上海
一地就共有209起銀行起訴鋼貿商的案
件開庭，涉及23家銀行。

同時，光伏行業亦仍處於全行業
虧損的狀態，一些企業信用風險明顯
上升。今年三月中旬，無錫尚德正式
破產重整，更宣告了行業寒冬的來臨
。作為全球四大光伏企業之一，無錫
尚德獲得了大量銀行的貸款：截至二
月底，包括工行、農行、中行等在內
的9家債權銀行對無錫尚德的本外幣授
信餘額折合人民幣達到71億元。中行
行長李禮輝曾公開表示，該行已把對
無錫尚德貸款全部降級為不良貸款，
且提取50%以上的撥備。

尚福林關注，相比真實暴露的不良
貸款，隱匿的風險對銀行危害更大。將
進一步擴大現場檢查範圍，重點檢查關
注類貸款、欠息貸款、逾期貸款和循環
授信，根據檢查情況採取整改和處罰措
施。銀行也要嚴防企業多頭融資、過度
融資和擔保圈風險。對過度授信和多頭
授信的企業，要推動建立企業授信總額
聯合管理機制，防止風險放大；對相互

拖欠和相互擔保嚴重的企業，要爭取地
方政府支持，穩妥化解風險。

二○一一年第三季度可能是中國銀
行業資產質量最佳時期。伴隨最近幾年
中國宏觀經濟增速的下降，銀行貸款風
險開始逐漸暴露。從一一年第四季度開
始，此後的六個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
款餘額逐季度上升。

具體來看，二○一一年九月末、十
二月末和一二年三月末、六月末、九月
末、十二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
的數量分別為4078、4279、4382、4564
、4788和4929億元。

銀行業風險逐漸暴露
從季度新增不良貸款的規模看，從

二○一一年第四季度開始各季度增量分
別為201、103、182、224、141和339億
元。其中，今年第一季度、二○一二年
第三季度是這輪新增不良貸款的兩個高
峰，分別高達339億元和224億元。

尚福林稱，隨經濟增速逐步回調
，過去高增長所掩蓋的問題、矛盾和風
險會水落石出，銀行業將面臨經濟增長
轉型的考驗。且今年以來，隨市場環
境變化，不良貸款反彈明顯，銀行業面
臨的風險形勢比較嚴峻。未來一段時期
不良貸款規模可能還會繼續攀升。

一位股份制銀行人士認為，銀行是
一個親周期行業。過去經濟增速長期保
持在兩位數以上，銀行業的風險被高增
長所掩蓋。當前中國經濟正從超高速增
長步入中高增速，此前未暴露的一些風
險就逐漸暴露出來，銀行適應這種增長
有個過程。

中國央行昨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三月份四大行新增貸款3310.46
億元（人民幣，下同），明顯高於
二月份貸款水平的2592.54億元。
截至三月末，四大行貸款餘額達
26.69萬億元。當月四大行新增存
款大增2.36萬億元，其中個人存款
新增7331.59億元，截至三月末存
款餘額達45.07萬億元。

數據還顯示，三月份包括四大
行以及國開行、交行和郵政儲蓄銀
行在內的大型銀行新增貸款為
4701.14億元，截至三月末，大型
銀行貸款餘額為35.4萬億元，同期

新增存款大增2.71萬億元；中小型
銀行新增貸款為2884.01億元，截
至三月末，中小型銀行貸款餘額為
17.56萬億元，同期新增存款大增
1.27萬億元。

近日央行公布的金融統計數據
顯示，三月份新增人民幣貸款重返
一月份的萬億元水平，高達1.06萬
億元。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
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三月份新
增貸款突破萬億元與這個月投資的
旺盛有關。未來一個時期，隨城
鎮化潛力的釋放，投資仍將保持增
勢，將帶動貸款的平穩增長。

四大行上月放貸擴至3310億

專家料經濟轉入中速增長

滬上周一手房價跌7.5%

據悉，截至今年三月末，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達至5243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20.7%，比年初增加339億元；不
良貸款率0.99%，比年初上升0.02個百分點。此為不良貸款餘額連
續六個季度反彈，也是○九年第二個季度以來最高規模。中國銀監
會主席尚福林在銀監系統內部會議上判斷稱，未來一段時期不良貸
款規模可能還會繼續攀升。

本報記者 范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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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不良
貸款餘額連續六
個季度反彈，也
是○九年第二個
季度以來最高規
模 新華社

▲上海上周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環比上揚
31.5% 本報攝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
長遲福林 本報攝

▲金融機構三月新增外匯佔款2363億元，也
令今年首季規模達近1.22萬億元 新華社

▲粵首季全省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
勁增五成 陳若菲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