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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保監：強化金融機構壓力測試

銀保監會副主席黃洪在國新辦發佈會上
說，前三季度共處置不良貸款約1.4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多處置
1,765億元；兩年半以來，銀行業資產增速
從過去的15%左右降低到目前8%左右，影
子銀行規模大幅縮減，兩年多來共壓縮交
叉金融類高風險資產約14.5萬億元，減少
的主要是通道業務和脫實向虛資金。銀保
監會將督促金融機構制定並實施恢復和處
置計劃，持續化解銀行不良貸款。

影子銀行規模大減
在防範金融風險方面，銀保監會首席風
險官肖遠企稱，兩年半以來，銀行業資產
增速從過去的15%左右降低到目前的8%
左右，影子銀行規模大幅縮減，共壓縮交
叉金融類高風險資產約14.5萬億元，減少
的主要是通道業務和脫實向虛資金。同

時，重點化解高風險的機構，採取名單制
管理，要求各個部門、各個地區要對轄內
的中小金融機構進行排查，進行壓力測
試，制定分門別類的、一企一策、一行一
策的整治措施，總體上這些機構的風險都
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一些中小機構的風險
得到了有效化解。
對於網絡借貸的風險，銀保監會副主席
祝樹民表示，相關風險出清速度持續加快，
風險形勢發生根本好轉。一方面，風險壓降
進展顯著。截至今年9月末，全國實際運營
網貸機構462家，借貸餘額比2019年初下
降了48%，出借人比年初下降53%，借款
人比年初下降35%，機構數量、借貸規模
及參與人數已連續15個月下降。

研建網貸監管機制
另一方面，專項整治工作徹底改變了「盲

人走夜路」的困境。截至7月末，全國實際
運營的462家網貸機構，實時數據已全部接
入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其中，正常運行機
構268家，一些不主動申請接入的平台其經
營活動也受到有關方面的實時監測。祝樹民
並指出，將研究建立監管的長效機制，加強
對互聯網金融活動的常態化監測和監管。
祝樹民表示，截至9月末，五家大型銀

行小微企業貸款餘額2.52萬億元，較2018

年末增加8,148億元，增幅是47.9%，已
超額完成五大行全年小微貸款增量計劃和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30%增量目標。前9
個月五家大型銀行平均貸款利率是
4.75%，較2018年全年平均貸款利率下降
0.68個百分點；同時通過發放信用貸款、
減費讓利等措施降低小微企業其他融資成
本0.58個百分點，這兩項合計降低企業信
貸綜合融資成本1.26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銀保監會表示，當前內

地中小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得到控制，下一步要強化名單制管理和壓

力測試，強化預案的可操作性和可執行性，並採取多種有效方式穩妥

處置高風險機構；同時，銀保監會和央行正會同有關地區研究制定

P2P網貸機構向小貸公司轉型的具體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內地新經濟帶來的
價值效應日漸凸顯，昨日，據胡
潤發佈 2019 全球獨角獸榜顯
示，隨着電子商務、金融科技、
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行業的
崛起，內地獨角獸企業（即估值
超過10億美元的創新未上市企
業）數量首次超越美國，佔全世
界比重達42%冠絕全球。當今全
球前三大獨角獸來均來自內地的
新經濟領域，此外中資亦成為投
資獨角獸的主要機構。
榜單顯示，全球共計494家獨

角獸企業，平均成立於7年前，
平均估值239億元（人民幣，下
同），總估值11.8萬億元。其
中，中國超過美國，以206比
203領先，全球前三大獨角獸來
自中國，分別是螞蟻金服達1萬
億元估值、字節跳動的5,000億
元估值和滴滴出行的3,600億元
估值。另外，陸金所以2,700億
元估值排名第六。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員胡潤表
示，「令人意外，中國的獨角獸企業數量
排在美國前面，證明只要把新興行業在中
國做大，就可達到全球領先地位。」
另從全球城市擁有獨角獸企業數量來

看，北京是全球獨角獸之都，有82家，
輕鬆領先於舊金山的55家，上海47家排
名第三，紐約25家排名第四，杭州以19
家進入前五，深圳18家排名第六，南京
以12家排名第七。胡潤感嘆，「獨角獸
前七大城市，中國佔了5席。」

電子商務金融科技佔比高
從獨角獸企業行業分佈來看，全球獨角獸

企業分佈在25個行業，其中電子商務和金
融科技位共佔全球獨角獸企業市值的31%，
位列行業一二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在68
家電子商務獨角獸企業裡，內地佔據34家
排行第一；56家金融科技獨角獸企業，內地
亦以22家數量居首。其他佔總市值比例較
高的行業還有共享經濟（11%）、雲計算
（7%）、物流（6%）、人工智能（5%）
等，「這些行業正在影響世界經濟，引領第
四次工業革命，被廣泛認為是未來的關鍵行
業。」胡潤如此點評。
在投資新經濟的機構方面，紅杉資本

成為全球五分之一獨角獸的主要投資機
構，表現最為活躍。其次是騰訊、軟
銀、老虎基金、IDG、高盛和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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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雖然9月內地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均
出現30%以上環比增長，但國家統計局昨
日發佈的數據顯示，70個大中城市中，12
個城市新建商品房價格環比下降，28個城
市二手房價格下跌，數量均創近年新高。
有統計指，當月70城新建商品房價格指數
同比升幅為一年新低，顯示樓市延續小幅
降溫趨勢。數據顯示，9月份新建商品房價
格環比上漲的城市有53個，較上月減少2
個，為連續4個月減少；南寧連續第二月
領漲，漲幅2.1%，呼和浩特、昆明、西寧
等漲幅超過1%；北京、長沙、廣州、平頂
山、北海環比漲幅持平；大連、合肥、廈

門、濟南等12城的新房價格下跌。
二手房環比上漲的城市有40個，較上

月減少3個，唐山連續兩個月領跑，漲
2.6%，哈爾濱、南京、吉林等漲幅超過
1%；二手房價下跌的城市數量為28個，
較上月增加8個，北京、廣州、廈門、天
津等熱點城市出現下降，青島、長沙、遵
義、濟南等城市更連降半年以上。
路透根據數據測算，9月70個大中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同比升8.4%，低
於上月升幅8.8%且為一年新低，房價同
比已連漲四年；環比漲幅持平於上月的
0.5%，已連漲53個月。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夏丹

指，房地產融資收緊對行業供需雙方形成
制約，房企以價換量的現象增多，市場觀
望情緒增強，住宅價格整體穩定，增速總
體持平或下降。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首席統計師孔鵬也表

示，各地堅持「房住不炒」定位，進一步
落實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房地產市場價
格總體穩定，略有升降。

信貸人才政策左右樓市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為，雖然

當下全國看，房價上行城市依佔主流，但
市場已經出現了逐漸平穩的跡象，調控政
策嚴格的部分一二線城市，房價下行苗頭
已經出現。後續如果沒有明顯的信貸變
化，預計今年將持續這趨勢。10月LPR

保持平穩，預計整體看樓市政策依然以穩
定為主。四季度市場走勢主要看兩點：年
末的信貸政策，包括11至12月LPR及是
否降準；各地的人才政策波動會不會影響
市場。
張大偉又指，今年「金九銀十」未出

現，在供應量明顯增加的情況下，市場價格
保持基本穩定，城市之間分化依舊明顯。
業內分析指出，9月是傳統樓市旺季，開

發商集中發力搶收業績，多數品牌房企銷售
額環比、同比都錄得上漲。但由於主打降價
促銷，一些開發商月銷售單價明顯下降。
市場機構克而瑞指，9月TOP 100房企

銷售額總量達到9,231億元人民幣，環比
上升近23%，增幅較2018年同期提升近
11個百分點。

9月一二手樓價升幅放緩

■ 銀 保 監
會和央行正
會同有關地
區研究制定
P2P 網貸機
構向小貸公
司轉型的具
體方案。

資料圖片

2019中關村論壇於10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本屆
論壇以「前沿科技與未來產業」發展為主題，邀請了來
自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以色列、澳洲、
日本等50個國家和地區的科學家、企業家、投資人以及
國內外業界嘉賓約1200餘人齊聚北京，共議前沿科技和
未來產業發展趨勢及新興產業發展先機。

本次論壇除開幕式暨全體會議外，還舉辦了包括論
壇、展覽、發布在內的30餘場活動，同期舉行了18場平
行論壇、一場中關村國際前沿科技成果展、一場重大成
果發布會等。

相關平行論壇分別圍繞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
腦科學、硬科技創新、耐心資本、知識產權等熱點話題
展開。

本屆論壇無論從硬件設施還是論壇內容都較往屆有全
方位提升，層級規格、參會人員規模都大於往屆。參與
嘉賓既有國際科技園及創新區域協會、世界知識產權組
織、歐洲專利局等國際組織的代表，也有諾貝爾生理學
或醫學獎獲得者、菲爾茲獎獲得者等全球頂尖科學家。

據悉，中關村論壇創辦
於2007年，以「創新與
發展」為永久主題，旨
在 促 進 國 內 外 科 技
界、產業界溝通交流
與創新合作。

本屆論壇由科學技
術部、中國科學院、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北
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辦。

18日下午，2019中關村論壇舉行重大成果發布
會，對5個重大科技創新政策與應用需求集中發
布，9個重要創新交流合作與項目集中簽約，4個
重大創新平台類項目集中揭牌，展現了北京高質
量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的階段性成果和
下一階段的工作舉措。

發布會上，北京市科委發布了《關於新時代深
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推進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
設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全市科技創新的重點
領域和關鍵環節，分五個部分提出30條重大改革
措施。其亮點是：凝聚共識，形成創新合力；賦
權激勵，增強創新動力；人才至上，破除制度壁
壘；鬆綁減負，增強獲得感；優化服務，激發創
新主體活力；落實責任，抓好各項政策落地。

中關村管委會發布了《關於促進中關村國家自
主創新示範區藥品醫療器械產業創新發展的若干
措施》共25條，從藥品醫療器械技術創新、專業

化平台建設、企業開拓市場、優化創新創業生
態、國際化發展、特色園區建設等六個方面給予
全方位支持。進入臨床試驗、完成臨床II期、取得
新藥批件的藥品，或通過創新醫療器械特別審
查、取得二、三類醫療器械產品註冊證的醫療器
械，給予每年最高1000萬元資金的支持等。

發布的《關於進一步促進中關村知識產權質押
融資發展的若干措施》，聚焦了「加強管理創
新」、「引導開展產品服務創新」、「完善考核
激勵和風險管理機制」、「強化保障機制」等四
個方面的內容，旨在引導金融機構、知識產權專
業機構、科創企業建立多方參與、利益共享、責
任共擔的市場化體系。鼓勵金融機構或知識產權
專業機構針對科創企業特點，開展「知識產權收
益權質押（擔保）」、「知識產權交易履約擔
保」、「高價值專利收購許可」等產品創新，促
進中關村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規模有效提升，為緩

解科技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發揮積極
作用。

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發布了《關於通過公共
數據開放促進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工作方案》，
全面規劃了通過公共數據開放促進人工智能產業
發展2019年至2022年三個階段目標，並部署了五
個方面的具體任務：一是通過分級分類管理、保
障公共數據開放有序實施；二是深入推進一般公
共數據無條件開放，為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提供普
惠數據；三是建設公共數據開放創新基地，通過
特定方式面向人工智能企業進行有條件開放數
據；四是在城市管理領域7個重點應用場景、公共
服務領域5個重點應用場景開展人工智能應用；五
是構建人工智能生態體系，打造人工智能大數據
健康發展環境，同時明確了方案的保障措施。

多個部門一攬子政策和重大成果的發布，將
對加快科技創新驅動、加速前沿科技與未來產業
的快速發展、加速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
起到積極地推動作用，也為2019中關村論壇畫了
圓滿的句號。

大咖雲集共議前沿科技和未來產業發展趨勢
2019中關村論壇圓滿落幕

■中關村前沿科技與未來產業展廳

■2019中關村論壇開幕現場

■C919飛行模擬器

習近平
向2019中關村論壇致賀信
在2019中關村論壇10月17日舉行的開幕式

上，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宣讀了國家主席習近平
向大會發來的賀信。賀信指出，當前，新一輪
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加速演進，創新發展、
合作共贏是大勢所趨。中國願積極參與全球創
新合作，同世界各國共享創新發展成果，攜手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強調，中關村正努力打造世界領先科
技園區和創新高地。舉辦中關村論壇，共議前
沿科技和未來產業發展趨勢，共商全球創新規
則和創新治理，促進各國共享全球創新思想和
發展理念，具有重要意義。希望與會嘉賓深入
研討、充分交流，增進共識、促進合作，使科
技創新更好服務於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為推動世界科技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中關村論壇發布一批
重大創新政策和國際合作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