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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偉昉）

近期企業相繼爆出信貸問題，市傳中

銀監出手處理。財新網引述消息人士

指出，中國銀監會4月6日向各地銀

監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銀監局需要

調查當地企業互聯互保貸款的風險，

列出「高風險」客戶名單，並於4月

30日之前上報。另外，針對不同的處

境的企業，中銀監要求銀行採取不同

的處置方法。

報道指，中銀監發出了《關於進一步排查企業互
聯互保貸款風險隱患的通知》（52號文），針

對近期企業因為互聯互保，導致債務風險在企業間快
速傳播。

徹查互聯互保貸款風險隱患
中銀監特別點出山東、遼寧等地的企業擔保圈貸款
風險事件，要求各地銀監局重點排查「互保、聯保、
迴圈保」情況，深入調查相關借款人和擔保人之間的
關聯關係、資金流向，甄別分析每筆貸款擔保背景的
真實性、可靠性和有效性，逐一排查出可能導致貸款
損失的各類風險隱患。對於已經暴露風險的企業，中
銀監要求銀行利用債委會機制，作為平台協調金融機
構一致行動，防止因個別機構「單兵突擊」而加速風
險暴露，提前引爆，以穩定金融秩序、化解風險。

政策支持產業 不宜盲目抽貸
針對不同的企業情況，中銀監要求採取不同應對措
施。就行業而言，中銀監要求各地銀監局重點針對民
間融資佔比較高，以及鋼貿、煤炭、電解鋁等周期性
較強行業的企業客戶，引導銀行機構改變管理貸款風
險時過度依賴抵押擔保，轉而重視第一還款來源。而
針對暫時出現資金鏈緊張，但屬於戰略新興、節能環
保等國家政策支持產業，或有市場、科技含量、核心
競爭力的企業，則要求債權銀行不宜盲目抽貸、壓
貸、緩貸，可通過重新評估貸款期限等方式實施貸款

重組，以及組建銀團貸款、建立聯合授信機制等方式
繼續給予支持，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前景不佳有逃債嫌疑須停貸
另外，如果企業的市場發展前景和盈利能力一般、
發展動力相對不足，或核心償債能力較弱、關聯關係
複雜、主業不明晰，銀監局認為銀行可通過增加抵押
品等方式穩定短期信貸支持，隨後退出信貸。不過，
市場前景不佳，或有逃債嫌疑的企業，銀監局則要求
銀行堅決及時停貸，並採取訴訟、保全資產等措施。

列高風險客戶名單 專門管理
此外，中銀監要求各地銀監局列「高風險客戶」名
單，把貸款質量下跌較明顯、關聯互保層次過於複雜
或資金鏈斷裂風險較大的企業，實行專門的名單管
理；同時要求金融機構列出高風險類和不良貸款的貸
款客戶數、貸款金額，分類結果、貸款品質遷徙趨勢
以及民間融資餘額等數據。財新網引述地方銀監局人
士表示，企業互聯互保之後，難免造成擔保鏈條過
長、連環互保的情況發生，因此銀行方面應該從根本
上把握企業的還款能力。
文件同時強調，「地方政府是風險處置第一責任

人」，中銀監要求地方政府處置風險和發揮重要作用
同時，也要尊重市場規律，由銀行和企業雙方或債權
人委員會內各銀行業金融機構之間充分協商、減少不
必要的行政干預。

傳中銀監排查各地信貸風險
針對不同處境企業 採不同處置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有媒體報道
「央行放鬆跨境資金管理，取消跨
境人民幣結算收付1:1限制」，中國
證券網稱，從中國人民銀行（央
行）了解到，2016年以來，人民銀

行在規範和促進跨境人民幣業務健
康發展方面出台了一些措施，其重
點在於規範業務操作、加強真實性
和合規性審核，防範跨境資金異常
流動風險。這些政策沒有改變現有

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跨境
人民幣業務始終堅持服務實體經
濟，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對於合
法合規的人民幣跨境收付，從未設
置收付比例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倪巍晨上海
報道) 惠譽評級公司董事Andrew
Fennell表示，已確認中國主權評級
為「A+」，展望為「穩定」，鑒於
去年宏觀刺激措施的成功，預計
2017年中國經濟將保持穩定。他並
指，對中國解決更廣泛經濟中的債
務問題持有信心，「更多跡象表明
中國經濟能平穩地實現『再平
衡』，而不會出現『硬着陸』」。

走資及人幣貶值壓力已紓緩
Andrew Fennell 21日在惠譽評級
中國信用市場論壇上說，得益於資
本管制力度的加強，及市場對今年
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信心的增強，目
前中國面臨的資金外流和人民幣匯
率壓力已獲紓緩，且今年初中國經

濟增勢依然強勁。
在談到風險時，他坦言，現時政策

目標或在短期內引致經濟整體槓桿率
進一步抬升，且使金融脆弱度加劇。
經濟高增長目標或對中國經常賬戶構
成壓力，並可能進一步加劇結構性問
題，但中國決策層較強的影響力，緩
和了發生危機的風險。

影子銀行小型銀行或風險高
惠譽評級聯席董事袁牧直言，當

前信貸運用的效益已經降低，且以債
務支撐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中
國或在經濟增長與銀行系統風險的平
衡問題上面臨兩難。目前資產與負債
雙方面的風險均在抬升，金融系統負
債結構雖仍強健，但存款主要集中在
國有銀行；另一方面，中小銀行仍積

極投向「影子銀行」產品，且在表外
發行理財產品，表外風險或掩蓋部分
資本消耗，預計小型銀行可能存在更
大風險。

發生系統性風險概率仍不大
袁牧認為，雖然銀行系統仍存在

薄弱環節，但中國銀行業發生系統
性風險的概率不大，因為債務資金
主要來自國內，決策層也有能力應
對風險，甚至為主要銀行提供支
持。
惠譽預期，中國仍有不少工具管

控債務規模，包括「將債務逐漸轉移
至中央政府」、「發展資本市場」、
「股轉債」、「債務展期」、「資產證券
化」、「增加流動性」，及「允許更多
違約事件發生」等。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證監會21日
頒佈新的期貨公司風險監管指標管
理辦法要求，提高期貨公司最低淨
資本要求至3,000萬元(人民幣，下
同)並按流動性、可回收性及風險度
大小進一步細化資產調整比例。考

慮到行業適應性和市場承受力，新
規將於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證
監會稱，新頒佈的辦法進一步強化
對期貨公司的監管要求，加大監管
力度。辦法同時調整了資產管理業
務風險資本準備計提範圍與計提標

準，提升風險覆蓋全面性。
證監會表示，近年來期貨行業發

展較快，為進一步提高期貨行業風
險監管指標體系的適應性和有效
性，加強期貨公司監管，促進期貨
公司穩健經營，貫徹落實依法、全
面、從嚴的監管要求，證監會對現
行淨資本監管制度進行了修訂，並
提升為部門規章。

惠譽:中國「A+」評級 料經濟持穩

期貨公司最低淨資本增至3千萬

央行：對合法跨境收付從無比例限制

■傳銀監要求進一步排查企業互聯互保貸款風險隱患。

滬指周跌2% 年內最大周跌幅

■2017中國．揚州「煙花三月」國際經貿旅遊節在日前開幕。圖為
項目集中簽約。 賀鵬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上周最後一個交易日，A股維持調整態
勢，滬指全日向下震盪，最終勉強收於紅
盤，微幅上行0.03%，報3,173點。綜合全
周計，滬指累計下挫2.25%，創下今年內最
大單周跌幅。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在最
新策略報告中提到，儘管宏觀數據高於預
期，但市場還是出現下跌 ，因為投資者情
緒受到多重因素壓制。報告稱，建立雄安
新區的消息公佈後，雄安概念股大幅上
漲，但隨後出現獲利回吐。此外，隨着銀
監會推出更多針對銀行間活動和銀行理財
產品的政策指引，市場開始更加擔心流動
性收緊。同時，對經濟增速見頂，以及未
來企業盈利增速下滑的擔憂，也打壓了風
險偏好。

兩市量能收窄逾800億
滬深大市21日慣性低開，早盤上演拉鋸
戰，午後跌勢加劇，臨近尾盤，證券板塊
強勢拉升護盤。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73
點，漲1點，或0.03%；深成指報10,314
點，跌44點，或0.43%；創業板指報1,839
點，跌11點，或0.62%。市場人氣銳減，
兩市量能跌破 4,0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共錄得3,825億元，較20日收窄超
800億元。
滬綜指周線連續兩周收陰，周內累計下

跌2.25%，深成指周跌1.95%，創業板指周
內下行2.57%。從大市角度看，A股雖然跌
跌不休，但幅度不大。事實上，自去年12
月13日以來，滬指單日跌幅從未超過1%，
但個股卻越跌越深。剔除新股，統計數據
顯示，有半數以上的個股自年初以來跌幅
超過5%，跌幅超過20%的個股多達逾300
隻。

雄安概念股持續大跌
雄安概念股21日如同坐過山車，經歷前
期暴漲後，部分個股已連吞多個跌停板。

河北代省長許勤日前指出，堅決嚴禁雄安
新區大規模開發房地產，堅決嚴禁違規建
設，堅決嚴控周邊規劃，堅決嚴控入區產
業，堅決嚴控周邊人口，堅決嚴控周邊房
價，堅決嚴加防範炒房炒地炒股等投機行
為。此言一出，當日雄安概念持續大跌，
保變電氣、銀龍股份、冀東裝備、京漢股
份、棲霞建設等再封跌停板。
盤面上，北京冬奧、園林工程、債轉
股、京津冀、粵港自貿、河北板塊等亦跌
幅居前。大盤股護盤跡象明顯，保險、銀
行、醫療、石油、券商等板塊領漲兩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揚州報道）2017中國．揚州
「煙花三月」國際經貿旅遊節在
日前開幕，吸引海內外上千名客
商參加。現場共有36個內外資
項目集中簽約，總投資折合約
526億元（人民幣，下同）。

華僑城簽150億旅遊項目
現場簽約項目中，投資額最

大的是華僑城投資的大型文化
旅遊綜合項目，總投資多達
150億元，其次為總投資60億
元的啟迪科技園項目和總投資
50億元的蘇州中來光伏新材股
份有限公司的太陽能電池組件
項目。

外資項目中，投資額最大的
則是總投資3億美元的台灣東
貝有限公司LED封裝照明項
目。有8個港資項目在現場簽
約，包括總投資1.5億美元的
蘇美達光伏配套元器件項目和
總投資1.3億美元的香港保來
得集團工業增資項目等。
包括現場簽約項目在內，本

次經貿旅遊節期間共有175個
項目分批簽約。其中，在揚州
市邗江區舉行的產業發展推介
大會暨項目簽約儀式上，就有
32個項目現場簽約，總投資折
合人民幣148.4億元，其中包
括利星行產業綜合體等多個港
商投資項目。

揚州「煙花三月」引資逾5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 大連報
道）摩拜單車與大連市旅順口區政府近日
簽訂合作協議，首次在內地東北地區引入
共享單車。
據悉，首批4,000台單車已於本月15日
在旅順全面投放，後續車輛將根據使用熱
度決定投放數量和地點。
另外，摩拜單車還首次在旅順引入了

包括智能停車點在內的智能城市建設方
案。
摩拜單車華北區總經理邢林表示，摩

拜單車將發揮自身大數據、物聯網、智能
交通方面的優勢，定期形成旅順綠色旅遊
生態出行報告，未來將其建成東北地區首
個共享單車精細化運營與管理的樣板城
區。

共享單車首進東北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長唐紹傑日前
在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香港工程建
設模式實踐經驗推介會上表示，為了更好
地承擔深化內地與香港合作的重任，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示範區已重點面向港
企供地。他透露，今年前海擬出讓28塊
土地，其中1/3地塊面向香港註冊企業供
應。

嘉里前海項目本月動工
按此比例推算，預計今年前海將有近
10塊土地出讓給港企。唐紹傑表示，前
海自成立以來便承擔起深化內地與香港合
作的重任，深港合作在工程建設領域取得
了新進展。截至2016年12月，入駐前海
的工程建設領域的香港企業及專業機構約
40餘家，包括嘉里置業（中國）有限公
司、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奧雅納工程顧
問（香港）有限公司、邁進建築工程有限
公司等。
另外，記者21日從嘉里建設獲悉，該

公司聯合東亞銀行奪得的前海第二個項目
將於本月27日正式奠基開工建設。去年
12月上旬，前海再度定向港企出讓兩宗

地，東亞銀行聯合嘉里控股、嘉里建設以
底價30.2億元人民幣拿下該地塊。

今年深樓市料續調整
據深圳市房地產中介協會的監測數

據，今年3月深圳新房成交量同比大幅下
降81.9%，二手住宅僅是去年同期成交量
的四分之一。深圳市房地產中介協會研究
總監徐楓21日表示，第二季度深圳一些
新盤將陸續入市，市場供應將比第一季度
有所好轉。臨深各城市紛紛進行調控，早
前外溢的樓市游資也有回流深圳樓市的壓
力，短時間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高深圳
樓市成交量。
她稱，深圳是否會在短期內出台更為

嚴厲的調控政策，實際上還得取決於短期
內樓市的整體走向是否會超出目前較為平
穩的態勢。如果4月下旬樓市上漲的速度
與幅度超出政府的預期範圍，不排除在4
月下旬至5月下旬期間，深圳會出台更為
嚴厲的房貸政策。但從全年的整體態勢來
看，由於目前深圳仍受「深八條」的持續
影響，並且今年後續政策放寬的概率微乎
其微，因此全年樓市整體運行仍然以下調
為主要基調。

前海擬出讓28地 10塊供港企

■ 綜 合 全 周
計，滬指累計
下挫2.25%，
創今年內最大
單周跌幅。圖
為成都某證券
營業部。

中新社

深控標售內地多個項目 底價56.5億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控股宣佈，將掛牌

出售數家主要持有內地三、四線城市地產
發展項目的附屬公司，底價合共約56.5
億元（人民幣，下同）。

涉三水泰州地產項目
深圳控股的聲明稱，將在深圳聯合產
權交易所啟動公開掛牌出售程序，轉讓三
水三家項目公司：三水地產、三水投資及
三水酒店，底價28.15億元；轉讓鵬基資
產管理公司的底價為26.04億元；轉讓鵬

翔公司底價為2.29億元。
鵬基資產管理公司擁有位於江蘇省泰

州市周山河新城的「上林苑」商住項目，
其中未開發部分土地約275畝；鵬翔公司
擁有江蘇省泰州市姜堰區一塊待開發的居
住用地，面積為159畝，計容建築面積
22.75萬平方米。
深圳控股表示，公司一直重點推進對

三、四線城市項目的處置，而三、四線城
市房地產的回暖為其項目退出創造良好條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