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新增貸款房貸佔72%
外匯佔款大降凸顯流動性趨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央行昨天公佈，11月內地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

7,946億元(人民幣，下同)，1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153.04萬億元，同比增長11.4%。專家指

出，新增貸款規模和M2增速基本符合預期，顯示實體經濟需求正在回升。不過，央行同時公佈的

銀行11月末外匯佔款環比減少3,827億元至22.3萬億元，創2016年1月來最大降幅，連續第13

個月下滑，凸顯了市場流動性緊張局面。

據央行公佈，11月新增貸款同比多增
857億元，也高於市場預期的7,200億

元。分部門看，住戶部門貸款增加6,796億
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104億元，以個人
按揭貸款為主的中長期貸款增加5,692億
元，較10月增加了801億元，佔全部新增
貸款比重72%，較10月小幅下降3個百分
點，顯示樓市調控效應在信貸方面開始顯
現。

中長期貸款按月暴增逾兩倍
另外，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增加
1,656 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則增加
2,018億元，較10月暴增兩倍多，反映企業
融資需求大幅增加，實體經濟需求回升。
11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74萬億元，
比去年同期多7,111億元。其中，當月對實
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8,463億元，
同比少增410億元。
中金公司固收團隊認為，從貸款結構來

看，表內房貸仍超過預期，在限購限貸力
度加大的情況下，明年表內房貸放緩使得
銀行表內資產配置壓力依然較大。而表外
非標回升可能也跟房地產企業發債融資受
限有關。

專家：政策估計還鬆不了
德國商業銀行亞洲高級經濟學家周浩

指，社會融資增量1.74萬億有點誇張，表
外擴張較為明顯。新增貸款還是以房貸為
主，但表外大幅擴張才是問題，可能還是
表內緊張，所以向表外走，估計政策還是
鬆不了。
在貨幣供應方面，11月M2貨幣供應同

比11.4%，比前一月回落0.2個百分點。招
商銀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指
出，M2增速回落，拆借市場成交量同比顯
著下滑，拆借利率同比則大幅上升，顯示
在央行金融降槓桿措施的推動下，貨幣條
件有所收緊，金融加槓桿成本上升。

王洋：經濟企穩有支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專家王

洋認為，綜合最近發佈的數據來看，中國
基本面總體還不錯，經濟企穩有一定支
撐。不過從貸款結構上看，還是以房地產
為主。如果明年房地產投資增速不能持續
或者下降的話，可能會是一個風險點。
因為經濟復甦的基礎不牢、通脹暫時也

不高，現在中國並不具備加息的環境和條
件。如果美國12月真的加息，只能說中國
政策進一步放鬆的空間收窄了，但還沒有
到收緊時點。
央行同時公佈的銀行11月末外匯佔款環

比減少 3,827 億元，至 22.3 萬億元，創
2016年1月來最大降幅，連續第13個月下
滑，凸顯了市場流動性緊張局面。但專家
認為，在美元加息背景下，內地貨幣政策
亦很難放鬆，近期市場流動性緊張局面可
能持續。

人行昨公佈主要數據(人民幣)

●1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7,946億元，同比多增857億元

●11月末M2餘額153.04萬億元，同比增長11.4%

●11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同比增長13.1%

●11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1.74萬億元，同比多增7,111億元

■中國央行昨公佈新增貸款規模和M2增速，專家認為數據基本符合預期，顯示實體經濟需
求正在回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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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商務廳副廳長黃德
智。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道）山
水水泥集團昨天舉行發佈會，副董事長宓敬田
通報了集團新一屆董事會和領導班子接管企業
一年後的生產經營情況，表示截至11月底，集
團已實現扭虧為盈，預計明年利潤將不低於10
億元（人民幣，下同）。
宓敬田說，集團在今年3月還是負現金流，5
月盈利5,000萬元，6、7月份達到1億元。10
月份近2億元，11月超過2億元，截至11月底
已實現扭虧為盈。1月-10月，全行業水泥利潤
總額較去年同期增長47%，山水集團則減虧15
億元，毛利率為20%，高於全國平均毛利率5.7
個百分點。明年的利潤目標將不低於10億元。

母企與招行爭議達成和解
12月5日，山水水泥（0691）發佈公告稱：
山東山水水泥集團已與招商銀行就有關5.64億
元的銀行貸款的爭議達成和解，而有關中國法
律訴訟將適時終止。
「截至目前為止，內地尚有46億違約債務，
但全部已有妥善的解決方案。」宓敬田解釋，
「妥善處理」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接管以後沒
有再出現新的違約；二是山水集團與銀行關係
已恢復正常。同時，集團主動尋找有可能合作
的經營機構開展融資還債活動。他說，目前集

團所有債務均不欠息，與合作銀行關係恢復正
常。
對於此前形成的違約債務，宓敬田說，前任

管理層為達到掏空企業惡意清盤的目的，在擁
有銀行額度的情況下故意違約，給企業造成惡
劣影響。新領導班子接管後，企業生產經營迅
速恢復並扭虧為盈。在此背景下，銀行和債權
人對企業有了全新認識，為債務和解奠定了良
好基礎。
中國的水泥行業在長期粗放式發展的模式下

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平均只有50%，經
營困難和企業虧損面持續擴大。
宓敬田告訴記者，山水集團在年初率先扛起

協同去產能大旗，得到全國水泥行業尤其是行
業排名前十的各大集團的認同，在沒有國家一
分錢投入的前提下，通過行業自律化解過剩產
能。
目前，協同去產能的區域已經包括京津冀、
東三省、山東等15個省市自治區。1月-10月
份，整個水泥行業實現利潤總額332億元，同
比增長47%。

建退出機制 主動去產能
山東水泥產能嚴重過剩，中國水泥協會決定
將山東作為全國水泥行業開展結構調整創新的

試點，積極推動設立山東省水泥投資管理公
司。由中聯水泥、山水水泥牽頭，聯合轄區內
各水泥企業，按市場化原則自願投資組建。
投資公司按各企業所佔市場規模出資，比如

山水集團和中聯水泥佔山東65%的市場分額，
兩家在該公司的出資比例就是65%。宓敬田
說，成立投資公司的目的在於通過收取專項基
金，專門用於獎補主動退出的產能，建立行業
退出機制，達到主動去產能的根本目的，同時
還將進行統一的市場運作更進一步協同。

■山水集團副董事長宓敬田通報企業生產經營
情況。 丁春麗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深圳昨日出讓分別位於龍
華、坪山和大鵬的三宗地，儘管市
政府已對該三宗地提出限價要求，
規定最高銷售單價分別不得高於每
平米5.98萬元(人民幣，下同)、3.23
萬元和2.85萬，並且要求配置一定

面積的人才住房，仍
吸引包括中海、招
商 、 碧 桂 園
（2007） 、 萬 科
（2202） 、 龍 光
（3380）等數十家房
地產企業前來爭奪。
經過激烈爭奪，保

利地產子公司東莞市
中駿房地產以6.8億
元、配建8,000平方
米人才房競得大鵬地
塊；碧桂園以22.8億
元、配建27,400平米
人才房奪得坪山地

塊。
最熱門的龍華A808-00202地塊儘

管吸引了40多家開發商競拍，但後
來因深圳市土地交易中心突然接到
寶安法院通知，龍華地塊因被查封
而終止拍賣，令40多家開發商失望
而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
州報道）廈門房市昨天在重啟限購
限貸之後迎來首場土地拍賣會，出
讓廈門海滄馬鑾灣地塊、海滄信息
產業園地塊及同安地塊。儘管此場
拍賣以「限地價、競配建」調控方
式進行，但地產商拿地熱情依舊很
高，樓面價高達3萬元(人民幣，下
同)，直逼島內樓價。

14房企競拍 總成交額106億
此次共出讓三幅商住地塊均在島

外，包括萬科、世茂、中海、海
投、華潤等在內的14家房企參加拍
賣，三幅地塊均經過了激烈的競
拍，總成交金額為106.47億元。
海滄地塊經過多輪激烈競爭，由

廈門海投房地產以19.83億元競得。
有業內人士介紹，該地塊扣除競配

建部分，地塊隱形樓面價達到3.85
萬元/平米，超過了今年8月26日廈
門土地拍賣會中、廈門單價地王翔
安地塊的樓面價(3.83萬/平米)。海
滄另一地塊也由廈門海投房地產以
57億元競得，據稱該地塊隱形樓面
價37,012.98元/平米。
同安地塊也吸引了10家開發商參

與競拍，最終由中海地產集團以
29.64億元競得，扣除競配建部分，
地塊隱形樓面價達到3.04萬元/平
米。目前同安最高樓面價為30,097
元/平米。
據了解，此次拍賣地塊，成交價
均以最高上限價成交。根據廈門房
市11月數據顯示，廈門島內島外房
價呈倒掛趨勢，11月集美區成交均
價33,622元/平方米，海滄區成交均
價38,669元/平方米。

廈門拍賣三地均上限成交

碧桂園22.8億奪深圳坪山地

■碧桂園22.8億奪深圳坪山地，保利6.8億奪得大
鵬地，龍華地因查封終止拍賣。 本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由
於中保監雷厲風行監管險資亂象，險資舉牌的
上漲邏輯短期無法再支撐大市，導致A股昨日
承壓持續走弱。雖然銀行、石油等權重板塊表
現不俗，但中小創極為低迷，最終三大股指全
部收綠，其中滬綜指收跌0.46%，深成指和創
業板指分別下挫0.96%、1.11%。
中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本周二接受媒體採訪
時透露，針對部分公司激進投資和舉牌問題，
近期擬出台以下措施：一是明確禁止保險機構
與非保險一致行動人共同收購上市公司；二是
明確保險公司重大股票投資新增部分資金應使
用自有資金，不得使用保險資金；三是對於重
大股票投資行為，須向保監會備案，對於上市
公司收購行為，須報保監會事前核准；四是將

權益類資產佔保險公司總資產比例從40%下調
至30%，將單一股票投資佔保險公司總資產比
例從10%下調至5%。

險資被嚴管 市場乏新水
由於近期A股鮮有場外資金馳援，如今保險

資金又被嚴格監管，令市場氣氛大受影響。滬
深股指昨日早盤均低開，滬綜指開盤下行
0.18%。起先滬深走勢分化，在權重股拉動
下，滬綜指呈寬幅震盪，一度高見3,170點，
不過受深市氣氛所累，尾盤快速回落。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140點，跌14點或0.46%；深
成指報10,232點，跌99點或0.96%；創業板指
報1,963點，跌21點或1.11%。兩市合計成交
4,689億元（人民幣，下同），較昨日減少約

100億元，其中滬市成交2,192億元。

聯通先升後倒跌 波幅7%
盤面上，化肥、貴金屬板塊漲超3%，航天

航空、造紙印刷、石油板塊升逾1%，保險、
銀行、高速公路等板塊亦收於紅盤，但漲幅較
小。其餘板塊盡墨，電信運營大跌近5%，中
國聯通尾市帶頭砸盤，從升逾2%至跌逾5%。
大摩投資分析，從基本面來看，險資舉牌短

期無法繼續支撐市場，年末資金結算壓力亦開
始顯現，同時穩定的經濟數據也帶來了貨幣政
策持續偏緊的預期，這些都對A股反彈形成制
約，預計指數短期仍有下跌的慣性，建議投資
者年末這段時間持續謹慎，維持相對中性倉
位，減少操作頻率，耐心等待回補機會。

中小創低迷 三大股指齊跌

山水水泥：已實現虧轉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曉菁）
福建省商務廳、
衛生計生委昨聯
合在港舉辦「閩
港 經 貿 交 流
會」，省商務廳
副廳長黃德智致
辭時表示，是次
活動主要推介福
建經濟社會和醫

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情況，希望通過交流，增進雙
方尋找更多合作的契合點。
據商務廳透露，今年福建前10個月共新批港資專
案457項，港資合同總額為83.6億美元，佔全省合
同外資總額的66.2%，其間雙方貿易總額達482.6億

元人民幣，按年升3.7%。

社會發展現四大亮點和特點
黃德智指出，福建經濟社會發展有4個方面的

亮點和特點：第一是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今年
1-9月全省GDP增長8.4%，1-10月全社會固定資
產投資增長9.2%，高於全國0.9個百分點。利用
外資增長6.2%，高於全國6個百分點。總的看，
福建經濟運行態勢良好，主要經濟指標均好於全
國平均水準。
第二是綜合交通體系日益完善，廈門、福州、

湄洲灣三大港口均跨入億噸港行列；第三是現代
產業體系初具規模，電子資訊、石油化工、機械
制造已成為該省的三大主導產業；第四是生態環
境宜居宜業，森林覆蓋率達65.95%，連續37年
全國第一，「福建已成為中國發展最具活力、潛

力和最具發展優勢的地區之一，是投資創業、休
閒旅遊的好地方」。
對於「十三五」期間大力發展的衛生醫療事

業，省衛生計生委副主任陳曉春介紹，政府自
2009年開始，便陸續推出具體的13個文件支持外
資辦醫的政策，如《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管
理暫行辦法》、《香港和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
設立獨資醫院管理暫行辦法》、《香港和澳門服
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獨資醫院管理暫行辦法》
等，鼓勵港澳台企業投資醫療服務機構，為福建
的醫療衛生事業注入新的動力。
福州市商務局市場運行處副處長鄭祥宙，泉州

市衛計委副主任蘇培聰、商務局投資促進科科長
陳金針等人分別就當地投資情況作詳細介紹。中
聯辦經濟部副巡視員楊文明、副調研員楊昕、香
港貿發局福建代表鍾子勤出席了推介會。

福建前10月新批港資逾83億美元

■福建省商務廳、衛生計生委昨聯合在港舉辦「閩港經貿交流會」，
圖為大會會場。 張偉民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