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聞
晨報》報道，中國生產力學
會副會長、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研究員李泊溪10日出席
上海第11屆「世界自由貿易
園區大會」時透露，在上海
浦東建立中國首個自由貿易
園區的報告，已經提交給相
關方面並獲得重視。
作為國內第一個海關特殊

監管區，上海外高橋保稅區
在1990年成立之初，其所側
重的稅收優惠和貿易便利化
政策就具備了自由貿易園區
的基本特點。另一個值得注
意的細節是：外高橋保稅區
成 立 時 的 英 文 譯 名 是
「FreeTradeZone」（自由貿易
園區），而不是「BondedArea」（保稅區）。這
意味 ，外高橋保稅區從誕生起就帶有「自
由貿易園區」的基因。
如今的外高橋保稅區，已與洋山保稅港區

和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共同組成了上海綜合
保稅區。專家分析認為，作為中國規模較
大、綜合實力較強的特殊監管區，上海綜合
保稅區一直走在對外開放的前列，具備率先
向與國際通行慣例接軌的自由貿易園區轉型
發展的條件。

已遞交報告
中國生產力學會副會長、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研究員李泊溪表示，目前看來，上海的
條件比較成熟。「關於在上海浦東建立我國
首個自由貿易園區的報告，已提交給相關方
面並獲得重視。上海市也在展開積極的工
作。」
而上海綜合保稅區管委會副主任簡大年則

表示，雖然上海已經有了綜合保稅區，但保
稅區和自由貿易園區在監管理念、政策開放
度上還有不小的差異。因此，上海要建立自
由貿易園區，必然涉及一些重要政策的創新
和突破，同時對國家全局性的和法律制度方
面的安排也需要客觀面對：如海關法律管
轄；人民幣自由兌換等等。

內地兩千億存款「大搬家」
上月存款減貸款增 年底信貸放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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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自由貿易區 有望「花落」上海

■內地從11月起，展開為期3個月的整治非法集資問題專項行動。

■中國人民銀行昨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0月人民幣存款減少2,010億元。
圖為銀行職員在清點人民幣。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就在
大多數消費品廠商都在中國尋找機遇之時，中國
本土安全套生產商塞 盾卻反其道而行，前往歐
洲尋找合作夥伴或收購對象，努力進軍全球市
場。塞 盾總經理傅強上周在英國「會見了潛在
的合作夥伴和收購對象」。儘管本土市場規模巨
大（得益於中國政府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但塞
盾認為自己的未來在全球舞台。它自認未來將

能夠與杜蕾斯等全球品牌相抗衡。該公司儘管成
立時間不長，卻發展迅猛。今年，它在中國將總
共賣出2億隻安全套，明年的銷售目標是10億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持續的負利率令內地民眾的存

款意願降至冰點。中國人民銀行昨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0月人民幣存

款繼續「大搬家」，當月人民幣存款減少2,010億元，同比少增3,618億

元，其中尤以居民儲蓄存款減少量為巨，大幅減少了7,272億。此

外，10月新增貸款5,868億元，較9月大幅上升，超出市場預期，並創

下4個月來新高，年末信貸有所放鬆的信號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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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銀行數據顯示，10月末，本外幣
存款餘額80.87萬億元，同比增長

13.4%。月末人民幣存款餘額79.21萬億
元，同比增長13.6%，分別比上月末和上
年同期低0.6和6.2個百分點。當月人民幣
存款淨下降2,010億元，同比少增3618億
元。其中，非金融企業存款和財政性存
款均有多增加，分別增加了860億元和
4,190億元，但住戶存款淨下降了7,272億
元。另外，月末外幣存款餘額2,626億美
元，同比增長9.4%，當月外幣存款增加
70億美元。

高通脹負利率 存款流向投資
今年4月和7月，內地已發生過兩次大

規模的「存款搬家」。4月人民幣存款總
體仍有所增加，但居民儲蓄存款淨減少
了4,678億元；到7月人民幣存款總量和居
民儲蓄存款雙雙大幅下降，當月人民幣
存款減少6,687億元，同比少增8,166億
元。
中信證券金融分析師劉雁群向香港文

匯報指出，在高通脹、負利率背景下，
居民傾向於將儲蓄存款轉入其他投資渠
道。此前幾月內地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漲幅高達6%以上，儘管10月降至5.5%，
但與3.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相比，仍相
差2個百分點，並且當前加息預期較低，
短期內負利率難以改善。

劉雁群認為，銀行發售的短期高息理
財產品和信託產品，吸走一定數量的儲
蓄，愈發火爆的民間借貸也成為存款的
重要去向。此外，隨 A股企穩，一部分
資金亦進入股市尋找投資機會。

上月新貸5868億 存貸比陷困境
與存款大幅下跌相對應的，是人民幣

貸款數字持續增長。數據顯示，截至10
月末中國的人民幣貸款餘額為53.50萬億
元，同比增長15.8%。10月份當月人民幣
貸款增加5,868億元，同比多增175億元，
比9月多增17,168億元。
分部門看，住戶貸款增加1,307億元，

其中，短期貸款增加331億元，中長期貸
款增加976億元；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
貸款增加4,548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
加2,787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2,370億
元，票據融資減少701億元。
10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餘額81.68

萬億元，同比增長12.9%；狹義貨幣(M1)
餘額27.66萬億元，同比增長8.4%。10月
份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和質押式債券回
購月加權平均利率均為3.75%，與上月基
本持平。
至此，今年前10個月新增信貸達6.27萬

億元，距市場預計的全年7.5萬億元左右
的新增信貸目標還差1.2萬億元左右，預
計會在最後兩月內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 10月內地新增貸款大幅回升，經

濟分析師認為，主要得益於貨幣政

策定向寬鬆的微調，但10月廣義貨幣

供應(M2)同比增長12.9%，仍遠低於年初

預定的16%的增速目標，顯示流動性依

然趨緊，預計未來幾月信貸定向放鬆仍

將繼續，11月新增貸款可能進一步增至7,000億元左

右，全年信貸投放將達到7.5萬億元。

中信證券劉雁群向香港文匯報指出，10月新增貸

款偏高，應是近期貨幣政策進一步微調的信號，但

當月人民幣存款下跌較多，在加上目前存款準備金

率偏高，存款下降將會限制銀行貸款投放，因此目

前央行放鬆信貸僅是信號，對整個經濟的實際刺激

作用有限。另外，當月M1和M2的增速出現「雙

低」，顯示微觀經濟活力在回落。

信貸放鬆延至明年首季
劉雁群認為，貨幣政策微調部分緩解了流動性緊

張，但總體貨幣條件仍然偏緊。當前通脹下行態勢

初步確立，而經濟增長有所放緩但較為平穩，因此

貨幣政策仍要以防通脹為主，全面放鬆貨幣政策仍

需謹慎。因此，未來數月貨幣政策仍將在穩健的基

調下進行微調，主要方式仍將是公開市場操作，信

貸投放將繼續定向放鬆，準備金率下調雖有可能，

但全面下調幾率較小，只會先從施行差別準備金率

入手。

光大證券宏觀研究報告認為，今年全年信貸增量

達到7.5萬億元基本沒有懸念，整個實體經濟的流動

性狀況都會有明顯改善。同時，考慮到基建項目加

速後對銀行信貸資金的進一步需求，以及每年信貸

發放前高後低的走勢，目前這輪信貸的放鬆至少可

以延續到明年一季度。

中銀國際宏觀分析師李濤認為，近期外匯佔款增速回落，

導致整體貨幣供應量增速下滑，適度放鬆信貸有利於維持貨

幣供應量的穩定增長，另外時近年末，有助於企業清欠應付

賬款，因為預計今年最後兩月信貸額度將進一步鬆動，四季

度月均貸款規模將在6,000億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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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透露，首個自由貿易區有望「花落」上海。

安全套廠商擬進軍海外

11日，代號「確山決勝—
2011」的實兵對抗演練在某合同戰術訓練基
地全面展開。濟南軍區出動2個師同場演
練，首次以機動支援作戰為背景全過程推
演。圖為坦克編隊對前沿目標進行直瞄破壞
射擊。 新華社

確山軍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中國
整治非法集資問題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10
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從即日起至明年2
月底，內地將集中開展為期3個月的整治非
法集資問題專項行動，以嚴厲整治非法集資
違法犯罪活動。

公安部：重點打擊3類犯罪
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指出，此次專項行動

將重點緊盯房地產、能源、理財、民間會社
等傳統行業，密切關注股權投資、資本運
作、融資性中介等新興行業。重點打擊3類
犯罪：集資詐騙、重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以
及利用傳銷和互聯網進行的非法集資犯罪；
因非法集資延伸出的高利轉貸、貸款詐騙等
犯罪；因非法集資誘發的非法拘禁、綁架、
故意傷害等暴力、涉黑犯罪。
劉金國強調，此次專項行動要全力追贓挽

損，最大限度追繳涉案資產，對每個集資代
理人的非法所得，都要堅決追繳到底；對參

與集資人員約定的高息，要依法追繳或折抵
應返還的本金；對發放高利貸或為非法集資
提供中介服務的人員，涉嫌犯罪的要依法嚴
懲並追繳非法所得。

銀監會：嚴禁信貸流入民貸
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講話中指出，要

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試行建立地方登記
和監測管理體系，加強對民間借貸的資金來
源、流向和利率水平的跟蹤監控，嚴禁銀行
業金融機構信貸資金流入民間借貸市場，嚴
禁擔保、典當、投資諮詢等中介機構從事高
利貸和非法集資活動。
近年來，中國內地非法集資案件呈現持續

多發態勢。據公安部介紹，今年以來，受多
種因素影響，非法集資案件總量攀升，局部
地區發案增多，涉案金額不斷上漲，一些重
點行業領域問題突出，形勢比較嚴峻。據
悉，今年1至9月，中國內地共立非法集資案
件1,300餘起，涉案金額達133.8億元。

兩部委聯手整治非法集資

央企3年捐贈113.7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國資

委成立以來的首個央企社會責任工作會議昨日在
京召開。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至2010年3年
中，中央企業共累計對外公益捐贈113.7億元，
佔央企利潤的比例約為0.5%。國資委副主任黃淑
和在會上指出，2006年僅有5家中央企業發佈社
會責任報告，目前為止已有75家，但仍有40餘家
企業沒有公佈社會責任報告，國資委要求在2012
年底前所有央企必須發布社會責任報告。

完成「十二五」減排目標
發改委認有困難
新華社南昌11日電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

長助理高世憲在此間舉行的第7屆國際投資促進
論壇上說，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實
現「十二五」減排目標面臨嚴峻挑戰。
國務院常務會議近日通過了《「十二五」控制溫

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並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
氧化碳排放下降17%的目標分解到各地區。該目
標在今年3月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中提出，規劃
還明確到2015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要下降
16%，非化石能源佔消耗比重提高到11.4%。高世
憲坦言，完成這些目標「壓力比較大」。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 全
國政協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
工信部前部長
李毅中(見圖)

昨日在「2011
財新峰會」上
表示，中國經
濟的持續發展
需依賴實體經
濟的發展，中

國當前仍處於工業化的加速期，雖已是工業大國，然
而「大而不強」，工業現代化的任務遠未結束。

越拖代價越大
李毅中表示，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以工業

為主導的國民經濟格局不會改變。當前全球經濟正緩
慢復甦，如果沒有重大的科技創新突破，沒有實體經
濟的重振，發達經濟體可能陷入較長期低迷，中國出
口需求也將持續減弱。在此背景下，中國更需堅持
「工業立國」基本國策。

然而當前中國工業存在自主創新能力缺失、環境資
源難以支撐、投資消費出口比例失衡、中西部發展差
距大等四個問題，傳統增長方式難以持續。對於中國
工業對環境資源的依賴，李毅中舉例稱，當前中國的
粗鋼、水泥、煤炭產量分別佔全球的45.4%、50%和
45.6%，但GDP只佔全球的9.5%。按現有模式完成中國
工業化進程不現實。

他指稱，當前加快工業轉型升級迫在眉睫、刻不容
緩，越拖迴旋餘地越小、代價越大，製造業必須進行
轉型升級。其中尤其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加大服務業
在工業活動中的佔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