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新增貸款2.9萬億創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消息指內地監

管部門出手進行窗口指導，支持股票市場穩定，逾百A

股上市公司昨天增持股票，滬深A股三大指數反彈紅盤

報收。上證綜指漲0.78%，代表次新股的深證成指升

2.91%、創業板指漲幅更高達3.49%。但臨近春節假期

資金入場跡象不明顯，兩市成交大減至3,497.01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上日萎縮近三成，分析料大市反

彈力度較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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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中國人民銀行12日發佈數據顯示，今年
1月人民幣貸款增加2.9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多增8,670億元，創歷
史紀錄；與此同時，1月社會融資規模
增量為 3.06 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
6,367億元；當月廣義貨幣（M2）同比
增長8.6%，增速比上月末高0.5個百分
點。專家表示，M2持續低位、社融規
模壓縮而人民幣貸款投放出天量，顯示
資金空轉減少，表外貸款得到約束，部
分實體經濟融資需求回表。

個人住房貸款縮水
內地已連續三年1月新增貸款規模超
過2萬億元，此前單月的信貸投放最高
紀錄是2016年1月的2.51萬億元。而1
月份 2.9萬億元的新增人民幣貸款規
模，大幅超過了此前市場預期的2萬億

元水平。
分部門看，1月住戶部門貸款增加
9,016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3,106億
元，中長期貸款增加5,910億元；非金
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增加1.78萬億
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3,750億元，中
長期貸款增加1.33萬億元，票據融資增
加347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增
加1,862億元。從信貸結構上看，代表
個人住房貸款的住戶部門中長期貸款的
佔比繼續縮水，約為20%；企業中長期
貸款佔比46%。
專家指出，1月向來是放貸高峰，早

放貸早收益，再加上去年12月信貸放
緩，被遏抑的信貸需求延至今年初集中
釋放。另外，金融去槓桿持續高壓態
勢，銀行表外融資持續轉向表內。整體
來看，融資需求仍偏強。
聯訊證券分析師李奇霖表示，M2增

速雖較前期有所反彈，但距離過去10%
左右的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從存款項
看，此次增速反彈主要原因在於非銀行
存款的高增，而這可能與股票市場在1
月份結構性向好有關。

不代表融資需求旺盛
九州證券分析師鄧海清則認為，信貸

超預期主因表外轉表內，以及12月信貸
延後，不代表融資需求旺盛。M2增速
回升僅是對2017年 12月極低值的修
正，且為有數據以來第二低值，難言趨
勢性回升。「去槓桿」已經由「金融去
槓桿」過渡到「實體去槓桿」，或者意
味着實體經濟融資需求下降，2018年經
濟大概率下行。
招商銀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

亮指出，總體而言，當前融資形勢正在
按照監管希望看到的方向演化，強監管

的邏輯不會改變，但居民戶貸款的快速
增長，有可能令地產調控和針對現金貸
類的調控繼續加碼。
1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3.06萬億元

中，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
2.69萬億元，同比多增3,717億元。

■內地上月新增貸款創
歷史新高。 資料圖片

1月份主要金融數據
■新增貸款2.9萬億元，前值5,844

億元

■月末M2同比增長8.6%，前值增
8.2%

■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同比增長
13.2%，前值為12.7%

■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3.06萬億元，
比上年同期少6,367億元

註：貨幣單位為人民幣

受到全球市場暴跌的拖累，滬綜指上
周大跌9.6%。彭博社引述知情人

士透露，中國證監會及相關監管部門上
周末進行窗口指導，鼓勵一些上市公司
大股東或控股股東增持股票，並要求一
些基金限制賣盤、不要出現淨賣出，還
要求一些券商提供上周的交易總結和對
本周交易的預判和計劃。

中小板創板領漲 兩市80股漲停
彭博匯總數據顯示，逾110家上市公

司在2月9至12日期間發佈與增持有關
的公告，宣佈控股股東、高管、員工等
人計劃增持或已經增持公司股份。分析
指此舉旨在維護上市公司股價，避免大
股東質押股權被平倉的風險。《上海證
券報》昨日引述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
心稱，投服中心歡迎和支持這種增持行
為，也熱切希望其他上市公司的大股
東、董監高行動起來，增持自家公司股
票，投服中心的股東包括滬深交易所和
中登公司等；上交所也稱，上周對大額
集中拋售等行為採取了警示和盤中限制
交易措施。

在監管部門的窗口指導
下，上證綜指低開後迅速
翻紅，全天小幅震盪走
高，最多曾升近1%，最
終收報3,154點，較上日
漲24點或0.78%。；深證
成指收報 10,291 點，漲
290點或2.91%。創業板
指數收報 1,648 點，漲
3.49%；中小板指數漲
3.44%。滬深兩市上漲品
種3,053隻，僅 171隻下
跌，多隻股東增持股上升。不計算ST股
和未股改股兩市約80隻個股漲停。

新藥芯片概念股升幅強勁
重磅新藥、芯片概念、機器視覺漲幅

居前，漲幅均逾4%；上周證監會未簽發
IPO批文，昨天次新股全面爆發。高送
轉概念亦迎來大好行情，隨着多家公司
披露高送轉預案，該板塊漲逾5%漲幅居
前。天津國資、銀行、能源加工跌幅居
前，銀行板塊在盤中幾經大起大落後，
最終微跌 0.06%。滬深兩市分別成交

1,710億元和1,786億元。

增持旨在安撫 難扭中期趨勢
群益證券分析師李彬認為，公司股東

增持對大盤有正面影響，但不會是決定
性因素。因股東增持更多出自公司自身
的考慮。原因包括覺得自己的股票便
宜，或者還有很多大股東質押股權，而
此舉旨在維護股價，避免讓質押出去的
股權被平倉或是面臨跌至平倉線的風
險。新時代證券研發中心研究總監劉光
桓表示，增持旨在安撫人心，不會改變

大盤中長期趨勢。

金融及周期性股份恐未跌完
首創證券高級投資顧問張彥蕓指，節

前投資者交易意願較淡，反彈行情缺乏
成交量和增量資金的配合，場內存量資
金選擇集中進入中小盤股博取反彈行
情。
巨豐投顧認為，目前金融板塊以及周

期性資源股還有調整空間，相比起藍
籌，中小創市場呈現出另一番景象，尤
其是創業板中的創藍籌股有補漲行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豪 上海報道)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在最新
股票策略報告中指出，目前股權質押平倉
的系統性風險不算高，不過倘股市再跌，
對質押出資最大的券商股或面臨壞賬和估
值下滑雙重壓力。
對於目前A股股票質押業務和風險資產

規模，報告指出，據WIND數據估算，
目前未解押個股市值約4.3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質押方出借資金合計2.3萬億
元，其中券商佔比63%、銀行為16%、信
託公司佔15%。假設平倉和警戒線分別為
維持擔保比例140%和160%，目前跌破
平倉線和警戒線的個股數分別為801隻和
1,161隻，質押市值分別4,400億和8,400
億元。報告認為，從總量而言，風險仍在
可控範圍內。但若再跌10%，則跌破平倉
線和警戒線的個股數將達到 941 隻和
1,266隻。

71股質押率逾40%
報告指，目前股權質押市值中限售股佔

比23%，主要為大股東質押。通常股價接
近警戒線時，質押人可通過增加抵押品
(股票、現金或房產)獲得流動性。風險主
要發生在質押率較高的公司。據瑞銀統
計，質押率超40%的股票僅71隻。出資
方若需平倉，仍需遵守減持新規，即「90
日內通過競價交易至多減持總股本1%及
大宗交易所得股票半年內不得減持」的規
則。

目前系統性風險不高
瑞銀認為，總體而言股權質押平倉的系

統性風險並不高。從現有的數據來看，券
商是質押最大出資方(自有和第三方資金
各佔50%)。2017年證券業股票質押利息
淨收入約100億元，收入佔比3%。目前
平倉線距成本仍有30%的空間，安全邊際
較高。但新規限制下難以快速減持，若股
價持續下跌則券商將面臨壞賬風險，因
此，瑞銀認為券商估值存在下行壓力或面
臨壞賬和估值下滑雙重壓力 。相對而
言，銀行參與質押業務較少且自身體量較
大，上市信託公司參與規模也較小，銀行
信託受影響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巍晨 上海報道)
隨着春節的臨近，滬新房市場交投呈現震
盪下行之勢。上海中原地產提供的數據顯
示，上周（2月5日至11日）滬新房成交8
萬平方米，環比大幅縮水37.5%；當周，
滬新房成交均價環比微升6.7%，至每平方
米43,040元（人民幣，下同），但受春節
因素擾動，上周滬新房市場再現「零供
應」。
分析稱，新房市場供求指標的雙降，預

示滬樓市已開啟「春節模式」。

中低價盤成交較活躍
記者留意到，上周滬新房市場交投排名

前10項目仍以「中低價盤」為主。其中崇
明板塊的「泰禾大城小院」項目，以單周
成交1.1萬平方米，連續第2周列周度成交
榜冠軍，該項目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2.8
萬元。
盧文曦介紹，「泰禾大城小院」開盤以

來已簽約522套，去化率約六成，「從其
定價及交投趨勢看，後期成交仍將延續慣
性，且當前市況下『以價換量』策略仍可
獲得市場認可」。

新房「零供應」料延續兩周
他補充說，上周滬新房市場再現「零供

應」，按歷年春節市場走勢判斷，「低供
應」甚至「零供應」格局將延續約2周左
右時間。

春節臨近 滬樓市供求雙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越秀交
通基建（1052）昨公佈去年全年業績，錄
得純利按年升 3.2%至 9.48 億元（人民
幣，下同）。每股盈利56.66
分。派末期息0.23港元，較去
年的0.2港元增長15%。
副董事長兼總經理何柏青昨
日表示，集團將積極把握「粵
港澳大灣區」與 「中部崛起
戰略」的機遇，預料今年廣東
地區的項目收入將會繼續上
升；而湖南、湖北與河南的項
目，料收入將有雙位數的增
幅。

大灣區內覓併購項目
何柏青表示，集團將在大灣

區內尋找合適的項目併購，收

購區內「優中之優」的項目，即項目位於
人口、工業層面都對物流有良好貢獻的城
市，以提升股東的回報與分紅。他強調，

收購時亦要考慮集團負債比率，要維持一
貫對股東負責的態度，不能因收購而「不
派息、不分紅」。

增加湖南湖北等省投資
另一方面，越秀交通基建

副總經理潘勇強表示，隨着
內地東南沿海的勞動密集型
企業轉移至湖南、湖北與河
南等中部省份，相關地區的
人流與物流需求將大增，因
此集團將增加對這些地區的
投資。
其中，集團看好大武漢經
濟區與長株潭（長沙、株洲
及湘潭）地區的發展，因此
將聚焦於這些地區尋找併購
機會。

越秀交通去年多賺3.2%

■■越秀交通昨公佈去年業績越秀交通昨公佈去年業績，，左起為副總經理潘勇強左起為副總經理潘勇強、、董事長朱春董事長朱春
秀秀、、副董事長兼總經理何柏青及財務總監朱文波副董事長兼總經理何柏青及財務總監朱文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匯雜誌官方公眾號
文章援引外管局管理檢查司司長徐衛剛的話
稱，2018年外匯檢查工作將更加突出防範
短期跨境資本的流動風險，兼顧流出和流
入，及時有效地開展打擊，重點檢查督促銀
行合規經營， 而在跨境資金大進大出時，
需外匯檢查執法發揮「減速」與「剎車」作
用。

險企內保外貸資金餘額設限
另外，中國保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昨

天聯合下發關於規範保險機構開展內保外貸
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融資比例和融資
用途，要求保險機構在開展內保外貸業務實

際融入資金餘額不得超過其上季末淨資產的
20%，並納入融資槓桿監測比例管理；內保
外貸融入資金僅用於特殊目的公司的投資項
目，並符合國家關於境外投資的政策導向和
相關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 聯通A股發公告稱，中國
聯通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涉8.48億股，
佔公司總股本2.8%。首期將分配予7,855名
公司員工，每人平均約10.2萬股，價格為
每股3.79元人民幣。草案尚需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公告指出，股票激勵計劃所涉及的
股票總數，累計不超過總股本的10%。首
批擬向激勵對象授予不超過8.48億股，約
佔公司總股本2.8%，其中計劃預留4,485.6
萬股。

聯通A認股權計劃首批涉8.48億股

外管局緊盯跨境資本流動

■■今年外匯檢今年外匯檢
查工作將更加查工作將更加
突出防範短期突出防範短期
跨境資本流動跨境資本流動
風險風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記者從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獲悉，1月
份廣東省外貿增長明顯，進出口5,761億
元 (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同期增長
19.2%。數據顯示，廣東對主要貿易夥伴
均保持增長，除對歐盟增長8.4%外，其他

均增幅在2位數。統計顯示，1月份廣東出
口3,399.7 億元，增長4.7%；進口 2,361.2
億元，增長 48.7%；貿易順差 1,038.5 億
元，收窄37.4%。從數據看，一般貿易比
重提升，市場採購規模創試點以來最大規
模。

粵1月外貿增近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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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股市經歷上周大跌後內地股市經歷上周大跌後，，
昨日反彈昨日反彈。。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