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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面臨三大結構失衡
何立峰：控制信貸資金過度流向房地產

苗圩六措施推製造業升級

中國經濟改革逐漸走入深水區，上個月履新中國發改委主任的何
立峰 19 日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金融以

五招化解
結構性失衡

及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等三大結構性的失衡，為了化解三大失衡，必
須向結構優化找出路，在供給側上下工夫，提高供給側體系、質量、效
率，實現供求關係新的動態均衡。他表示，今年將在創新制度供給、實

●創新制度供給，優化要素配
置

施創新驅動，振興實體經濟、擴大有效需求，穩定宏觀環境、防控潛在

●實施創新驅動，振興實體經
濟

風險，堅決守住底線以及保障改善民生等五個方面重點下工夫。
大公報記者李理北京報道
2017 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以“中國
與世界：經濟轉型和結構變革”為主
題，就中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
轉型等方面政策與成果進行闡述。
何立峰表示，三大結構性失衡主要表
現在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金融以及房地
產和實體經濟失衡。具體來看，首先是實
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供給體系產能雖
然十分強大，但是大多數還只能滿足中低
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

去年1/4貸款流向房地產
其次，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失衡，存
在着資金脫實向虛的現象，大量資金在
金融體系內自我循環，不僅加大了金融
體系的風險，還加重了實體經濟的融資
困難。最後，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失
衡，有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市場。數據
表明，2016 年銀行貸款近四分之一投向
了房地產，新增貸款中 45%是房地產貸

款。曾經一度帶動了一線城市和熱點二
線城市的房價過快的上漲，進一步推高
了實體經濟發展的成本。
何立峰表示，去年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已經取得初步的成效，為了化解中國
經濟結構性三大失衡，必須向結構優化
找出路，在供給側上下工夫，提高供給
側體系、質量、效率，實現供求關係新
的動態均衡。
他介紹今年將在五個方面重點下功
夫。一是着力創新制度供給、優化要素
配置。二是着力實施創新驅動，振興實
體經濟。三是着力擴大有效需求，穩定
宏觀環境。四是着力防控潛在風險，堅
決守住底線。五是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增強人民獲得感。
在外界關注的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
方面，何立峰說，要堅持因城因地去庫
存，分類調控因城施策，并表示將控制
信貸資金過度流向房地產業。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消息：
中國工信部部長苗圩19日在中國發
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上說，當前，
創新成為製造業轉型升級的主引
擎，要從完善國家製造業創新體
系、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等六個
方面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
苗圩說，一要完善國家製造業
創新體系，依託企業聯合高校和研
究院所，在現有基礎上加快推進創
新中心建設。
二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啟動實施重點新材料研發及應用重
大工程，加快車聯網推廣應用。
三要夯實工業基礎能力。針對
重大工程和重點裝備的關鍵技術產
品，支持優勢企業開展產學研用聯
合攻關。四要實施軍民深度融合發
展戰略。加快推進軍品科研生產能
力結構調整。五要加強創新人才隊
伍建設。六要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擴大有效需求，穩定宏觀環
境
●防控潛在風險，堅決守住底
線

▲19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
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討論單元發言
新華社

●保障改善民生，增強人民獲
得感

張高麗：將處置房地產等風險點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消息，19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中國
發展高層論壇年會開幕式上致辭時表示，中國
經濟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期，除了激發增長
動力和市場活力，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
要的位置，還必須解決一些長期存在的難題。

張高麗表示，中國將妥善處置銀行不良資
產、債券違約、房地產泡沫、互聯網金融等一
批風險點，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他另透露，今年中國要再壓減鋼鐵、煤炭
產能，今年中國要再壓減鋼鐵產能 5 千萬噸左
右，退出煤炭產能 1.5 億噸以上，同時淘汰、

停建、緩建煤電產能 5 千萬千瓦以上。同時將
加快推進國企國資改革以及污染源治理。
張高麗強調，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落腳點是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中國將堅持把就業作為優先目標，推動實現更
高質量、更加充分的就業。

渣打香港收入增長動力持續

華收緊監管 比特幣投資風險空前
▲禤惠儀由本月初開始出任
渣打香港區CEO
渣打香港區
CEO

【大公報訊】記者黃裕慶
報道：在最近五個季度，渣打香
港的收入一直保持穩定增長。渣
打香港區行政總裁禤惠儀表示，
由年初至今，根據初步指標顯
示，其收入增長動力有望得以延
續。若保持此趨勢，將有助於三
至五年內，將銀行的成本效益比
率 （cost to income ratio， 簡 稱
CIR）改善兩個百分點。
在 2016 年，渣打香港的經
營收入按年下跌 9%，而經營支
出則微升 3%，并沒有公開 CIR
數字，禤惠儀只說“比集團
好”，且過往大部分時間都錄得開支增長
幅度低於收入增長幅度。截至2016年底，
渣打集團的成本效益比率為 72.2%，按年
轉差4.4個百分點。
要改善成本效益比率，禤惠儀認為應
透過業務發展帶動收入增長，即使成本沒
有削減，也可以達至目標。渣打集團去年
經歷痛苦的轉型期，透過業務重組、精簡
架構、裁減人手等方式，以扭轉盈利倒退
的劣勢。踏入2017年，香港銀行業的經營
環境有改善跡象。禤惠儀表示，這有利銀
行的收入增長動力延續，從各項初步指標
來看，發展大致正面，客戶數量、資產管
理總值（AUM）和交易量均上升。
香港區業務的股東權益回報（ROE）
表現理想，禤惠儀表示，集團亦繼續增加
投資。

【大公報訊】記者張豪上海報道：中
國人民銀行今年以來未有鬆懈對比特幣的
監管，包括約談比特幣平台負責人及進駐
比特幣平台。近日更有消息指人行已下發
一份監管草案向市場徵求意見。有業界表
示，近日中國對比特幣的交易量或有所回
落，但比特幣的稀缺性將繼續推高作價，
至年末或攀至3千美元。
外媒近日報道，中國人民銀行 7 日召
集北京數家比特幣交易所召開通氣會，並
把一份監管草案下發以徵求意見。草案要
求比特幣交易平台必須建立反洗反恐怖融
資制度、反洗錢上報制度和客戶識別制
度。人行除將比特幣納入反洗錢監管範
圍，還要求交易所確認客戶身份並遵守銀

行業監管規定。交易所還將安裝用於收集
可疑交易活動並向有關部門匯報的系統，
人行將負責處理比特幣交易所的違規範
圍。
早在今年 1 月，人行等部門約談比特
幣主要平台的負責人；接連兩次進駐交易
平台，抑制比特幣的瘋狂交易態勢。對
此，中國三大比特幣交易平台也相繼出台
了收取手續費、暫停投資者提現業務等政
策。國際分析師 Motley Foo 相信，比特幣
“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

稀有度高 最牛看3千美元
上海藍智投資創始人、OKcoin顧問蒲曉
江則直言，比特幣的供應總量有限，價格會

隨着時間的推移增加。分析師Adam Davies
也認同，“至今年末，比特幣價格或進一步
攀至3千美元”。
人行營管部主任周學東全國兩會期間
已表示，已對比特幣等虛擬商品交易平台
劃定監管“紅線”，對違規情節嚴重的機
構，將採取行政處罰或關停取締措施。
據報道，比特幣從去年下半年起交易
又開始異常活躍，去年全年上漲145%，今
年以來又繼續上揚。SEC（美國證券交易
所）此前以比特幣市場未受管制，相關交
易所買賣基金（ETF）不符證券交易法為
由，駁回了比特幣 ETF 基金的上市申請。
消息觸發比特幣價格一度大跌，但大跌過
後繼續重拾升軌，並再創新高。

中酒協：白酒產業築底反彈明顯
【大公報訊】記者向芸瀘州報道 ：
2017 中國國際酒業博覽會日前在“中國酒
城”四川瀘州開幕，中國酒業協會副理事
長兼秘書長宋書玉表示，去年白酒行業的
銷售收入和利潤均實現兩位數增長，預示
白酒產業的深度調整已初見成效，並已完
全築底站穩，相信今年行業將有很多亮
點。
今年已是行業調整的第五年。宋書玉
稱，“知名酒企業通過這輪調整，在市場
已開始實現量價齊升。從今年開始，白酒
產業的發展要看誰能靜下心來，踏踏實實
地用傳統工藝釀酒，協會也將打造匠心文
化、培育匠心品質，來助力產業發展。”
數據顯示，貴州茅台去年營收達到
398.56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 ， 增 幅 達
19.16% ， 淨 利 潤 達 166.5 億 元 ， 增 幅 達
7.4%，已開始從低谷回升。五糧液去年的
營收和淨利潤也錄得回升，分別達到216.59
億元和61.76億元。

港交所人幣期權合約面市

盛京去年賺68億飆一成
【大公報訊】總部位於中國遼寧省沈陽市
的盛京銀行，去年的資產質素承受較大壓力，
不良貸款率按年急升1.32個百分點至1.74%。該
行副行長兼首席風險官王亦工表示，隨着中國
經濟回暖，對銀行資產質素“信心滿滿”。盛
京銀行去年錄得純利68.64億元人民幣，按年升
10.5%；王亦工表示未來將繼續向綜合化經營的
方向發展。

▲一線酒企的營收和利潤均有回升
一線酒企的營收和利潤均有回升，
，白酒
行業築底反彈跡象明顯 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中國輕工業聯合會會長張崇和亦表
示，近年來，中國酒業快速增長，年銷售
額達到 9 千 800 億元，利潤總額超過 1 千億
元。目前，中國釀酒行業正在深化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大力推進轉型升級，一個以
消費需求為導向、以創新驅動為引領、增
加品種提升品質創造品牌的中國釀酒業時
代正在到來。

▲2017中國國際酒業博覽會在“中國酒
城”四川瀘州開幕 大公報記者向芸攝

滬北外灘金融港建設啟動
【大公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道：19
日，主題為“協調：統籌發展之路”的第
七屆北外灘財富與文化論壇在上海舉行，
論壇上，滬虹口區北外灘金融港建設正式
啟動，並舉行了掛牌儀式。
公開數據顯示，北外灘地區的金融企
業目前已達 1 千 216 家，資產管理規模超過
3萬億人民幣，金融產業全口徑稅收收入佔

財經速遞
【大公報訊】香港交易所20日正式推出人
民幣貨幣期權合約，與現有的人民幣期貨實現
互補，為投資者進行對沖及交易提供更大靈活
性和選擇空間。港交所定息及貨幣產品發展部
主管馬俊禮預期，年內該所人民幣期權交投可
達現時人民幣期貨交投量的兩成。

西南證券涉違規造假被查
【大公報訊】西南證券 17 日晚間公
告，因在從事上市公司併購重組財務顧問
業務活動中涉嫌違反證券法律法規，被證
監會立案調查。媒體報道稱，此次被調查
或牽涉九好集團試圖借殼鞍重股份的財務
信息造假問題。
浙江九好辦公服務集團以各種手段，
假裝成37.1億元人民幣“優良資產”，與
上市公司鞍重股份聯手進行“忽悠式”重
組。媒體表示，西南證券作為中介機構參
與的多個投行項目或受牽連，包括廣匯能
源、普洛藥業等上市公司的定增項目，以
及合肥立方製藥等多個公司的IPO項目。

▲雖然中國內地對比特幣的監管將日趨嚴緊
雖然中國內地對比特幣的監管將日趨嚴緊，
，但
有分析認為，
有分析認為
，由於供應總量仍有限
由於供應總量仍有限，
，其價格將隨
着時間的推移增加
資料圖片

全區所有企業稅收總量的 20%。中建投上
海總部等一批重點企業及內地近 10%的公
募基金入戶虹口，中國風投促進會、中國
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等一大批功能性
機構入駐，企業與機構並駕齊驅，金融輻
射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不斷提升。
據虹口區相關負責人介紹，北外灘金
融港不是功能單一的辦公地點，而是高端

金融人才、各類基金企業與功能性機構相
互協調發展的綜合體。據悉，北外灘金融
港建設將分階段推進，首期選址為北至海
寧路、東至九龍路、南至蘇州河、西至河
南北路的區域，總面積約 1 平方公里，項
目建設重點包括載體建設、配套設施建設
和金融公共服務平台建設，到 2022 年左右
將覆蓋到整個北外灘區域。

匯璽提價3%加推105套
【大公報訊】美國加息並未冷卻香港熾熱
的樓市。三大新盤銷情旺爆。其中，新地南昌
站上蓋匯璽加推 105 個單位，加價 3 至 4%，折
實平均呎價 2 萬 1 千 865 港元；另會地將軍澳
MONTEREY 加價加推的 168 個單位，22 日發
售，發展商坦言若銷情理想，將會再加價加
推。

歐委翻舊帳 罰國泰5千712萬
【大公報訊】去年巨虧 5.75 億港元的國泰
航空可謂禍不單行。歐洲委員會宣佈，國泰航
空及多家國際貨物空運航空公司就貨運附加費
水平達成協議，但該等協議觸犯歐洲競爭法。
歐洲委員會向國泰航空徵收罰款 5 千 712 萬歐
元。國泰航空回應，正與法律顧問就新的裁決
進行研究，並商討應對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