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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規模5844億年半最少 M2增速降至8.2%歷史新低

強監管 去槓桿 中國新貸縮半
年末銀行壓縮信貸應對監管要求，以及受到金融「去槓桿」影響，中國去年 12 月新增人民幣信貸

去年12月金融數據表現

較 11 月縮 48%，僅錄 5,844 億元（人民幣，下同），創 2016 年 7 月以來的月度新低；同期，M2 增

萬億元
（人民幣）

同比變幅
（%）

M2餘額*

167.68

+8.2

M1餘額*

54.38

+11.8

速更進一步降至 8.2%的歷史新低水平。分析稱，在今年仍是金融監管年的背景下，今年表外融資增

指標

量料進一步回落，但不影響實體經濟融資需求，M2 增速進一步下滑的可能性不大。

M0餘額*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
2017年全年人民幣新增貸款13.53萬
億元，同比多增 8,782 億元或 6.95%。
對於上月新增貸款的大幅減少，交銀
金研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表
示，與年末銀行系統為滿足流動性覆
蓋率、存款偏離度等監管要求，主動
壓縮信貸有關，當前實體經濟融資需
求並未明顯減少。蘇寧金研院宏觀經
濟研究中心主任黃志龍坦言，歷年 12
月各大商業銀行都會面臨「信貸額度
不足」、「資金偏緊」的問題。

居民中長期貸增速續放緩
從去年新增信貸的結構看，住戶部
門貸增 7.13 萬億元；其中，短期和中
長期貸款分別增 1.83 萬億元和 5.3 萬億
元。同期，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
款增 6.71 萬億元；其中，短期和中長
期貸款分別增加 1.63 萬億元和 6.38 萬
億元，票據融資減少 1.58 萬億元；非
銀金融機構貸款減少3,183億元。

在金融強監管、去槓桿下，銀行貸
款結構出現轉變，申萬宏源債券首席
分析師孟祥娟解釋，上月金融數據呈
現新增信貸遠遜預期，除居民中長期
信貸增速持續放緩外，企業中長期信
貸增幅亦大幅回落；新增表外融資同
比大幅縮水，且從結構看正持續向信
託貸款集中，企業債券亦依然偏少。
此外，上月末 M2（廣義貨幣）同比
增長 8.2%，分別較前值及 2016 年同期
低0.9和3.1個百分點，錄歷史新低。鄂
永健說，信貸增速的下降是觸發上月末
M2 增速進一步回落的主因。去年全年
M2 增速錄得近年來新低，與金融領域
去槓桿、強監管背景下，銀行表內資產
中的「股權與其他投資」、「債券投
資」兩項增速明顯下降，從而引致銀行
業資產負債表整體增速顯著回落有關，
「M2 增速的回落可視為『去槓桿』效
果的體現」。
孟祥娟相信，伴隨去槓桿、去通

陸金所月內交IPO申請
【大公報訊】記者趙建強報道：內地傳媒披露一份陸
金所股權轉讓的文件，顯示陸金所計劃本月底向港交所
提交上市（IPO）申請，預計最快可於今年 4 月上市。
報道稱陸金所估值約達 600億美元，公司去年純利約 50
億元人民幣。

黃志龍預計，今年全年M2同比增速
或維持在8%至8.5%的相對低位區間內
波動，同期 M1 同比增速或略高於 M2
增速，呈現總體平穩增長之勢。招行
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預期，
在宏觀審慎框架下，今年基礎貨幣供
應不會大幅反彈，今年 M2 增速或小幅
上行至10.5%，超儲率也會小幅攀升至
1.5%。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2017 年
全年中國外貿扭轉過去兩年全年外貿負增長的
局面，美元計價的進出口總值同比升 11.4%。
其中，上月進口同比增速大幅回落至 4.5%，低
於市場預期；出口增長也較前值回落至
10.9%，但優於預期。中國海關總署表示，今年
國際經濟貿易領域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不穩
定因素，外貿高質量發展面臨一些挑戰，維持
兩位數較快增長的難度增大。
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去年出口同比增長
7.9%，進口增長 15.9%。同期按人民幣計價，
進出口升 14.2%，其中，出口增 10.8%；進口增
18.7%。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表示，去年世界
經濟溫和復甦，中國經濟穩中向好，「一帶一
路」倡議穩步推進，外貿穩增長政策效應顯現
等方面因素，共同推動中國外貿進出口結束兩
年負增長的態勢。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分析，去年
中國與多國簽署自貿協定，外貿穩增長政策效
應逐步顯現，在全球經濟回暖帶動下，中國出
口呈現恢復性復甦。
中誠信國際宏觀首席分析師袁海霞強調，去

人民幣存款餘額*

164.1

+9.0

新增人民幣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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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人民幣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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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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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融資規模

▲人行數據顯示，去年人民幣新增貸款13.53萬億元

註：*為截至去年12月份數據

中新社

人行：去槓桿迎較好時間窗口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中國人民銀行調查
統計司司長阮健弘 12 日表示，當前貨幣信貸運行總體正
常，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穩固，經濟運行韌性增
強，企業利潤向好，為主動去槓桿提供了較好的時間窗
口。廣義貨幣（M2）增長下降反映了去槓桿和金融監管逐
步加強背景下，銀行資金運用更加規範。人民銀行將繼續
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
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阮健弘表示，初步測算，2017 年金融機構同業業務、債
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全年同比少增，下拉M2增速超過
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貨幣持有主體的變化對此也有所印
證：2017 年末，金融機構持有的 M2 增長 7.2%，比整體的

M2 增速低 1 個百分點，而住戶和企事業單位持有的 M2 增
速則高於整體的M2增速。
單從上月看，由於前期貸款擴張較快，年底銀行貸款等
資產擴張理性減緩，存款派生也相應有所放緩。此外，
2017 年財政收入形勢較好，財政性存款較 2016 年多增，由
於財政性存款不統計在 M2 中，也暫時性地產生下拉 M2 的
作用。她估計，隨着去槓桿的深化和金融進一步迴歸為實
體經濟服務，比過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為新的常態。
同時，隨着市場深化和金融創新，影響貨幣供給的因素更
加複雜，例如貨幣市場基金快速發展對存款的分流作用可
能持續存在等。M2 的可測性、可控性以及與經濟的相關性
亦有下降，對其變化可不必過度關注和解讀。

◀

年歐美日等主要貿易夥伴經濟出現不同程度的
復甦，中國進口、出口雙雙實現較大幅度的正
增長，且進口改善的幅度優於出口，中國經常
項目下收支狀況更趨平衡。

今年進口增速料回落
申萬宏源債券首席分析師孟祥娟表示，上月
出口增速小幅下滑，部分體現了今年 8 至 9 月份
人民幣快速升值後的影響；進口方面，大宗商
品進口數量增速已普遍顯著回落。九州證券全
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認為，上月出口增速較
前值的下滑，反映外需對經濟拉動的下降；進
口同比大幅低於前值，反映出經濟內需的大幅
走弱。
黃頌平表示，今年中國外貿總體形勢較好，
但也關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仍然存在一些不確
定、不穩定因素，包括貿易保護主義、結構性
矛盾在全球範圍內仍較為突出，外貿高質量發
展面臨一些挑戰。其中，去年 12 月中國外貿出
口先導指數回落至 41.1，較去年 11 月跌 0.7，表
明今年一季度中國出口仍面臨一定壓力。加上
去年基數較大，外貿維持兩位數較快增長的難
度增大。

貿易順差增 38%超預期
【大公報訊】去年 12 月中國外貿受
進口增速大幅回落，當月貿易順差同
比擴大 38%至 546.85 億美元，去年全
年實現貿易順差4,225.06億美元。
12 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已上調
215 個基點至 6.4932 元，在岸人民幣
日 盤 收 盤 也 收 漲 408 個 基 點 ， 突 破
6.47關口，報6.4680元。

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指
出，匯率變化對進出口是一把雙刃
劍，保持人民幣匯價合理、均衡水平
上的基本穩定，有利於企業穩定匯率
預期，促進外貿平穩發展，相關部門
也一直積極加強不斷擴大跨境貿易和
投資領域人民幣結算工作，幫助企業
增強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

中國首超美成最大石油買家

華新新股保證金超購133倍
【大公報訊】記者王嘉傑報道：非皮革手袋原設備製
造商華新手袋 12 日截止新股孖展（保證金）認購，保
證金認購進一步升溫，據 5 間券商統計，合共為其借出
近18.55億港元保證金額，超購逾133倍。

貓眼微影傳港上市籌10億美元

中國去年成為全球最大石油買家，超越美
國；圖為甘肅省煉油廠

▼

【大公報訊】記者李潔儀報道：消息指，內地最大線
上電影票務平台「貓眼微影」，正計劃今年內在香港尋
求上市，初步集資金額約 10 億美元。據稱，貓眼微影
開始與潛在顧問初步探討上市事宜，惟內地傳媒引述貓
眼微影副董事長林寧回應指：「我沒聽說（赴港上
市）。」

+12.7

分析預計，今年一季度進口同比為
負將是大概率事件
法新社

希瑪暗盤價飆升七成

【大公報訊】記者陳詠賢報道：香港 2018 年首隻熱
爆新股出現。由香港著名眼科醫生林順潮創辦的希瑪眼
科公佈招股結果，公開招股獲逾 12 萬人申請認購，超
額認購逾 1,568 倍。為最近一年超購倍數最高新股，一
手中籤率僅 8%，要認購 300 手，即涉資 174 萬元（港
元，下同）的股份始穩獲一手。該股定價 2.9 元，並於
15 日首掛；上市前夕暗盤價飆逾七成，每手帳面賺
4,120元。

今年信貸增速有望平穩

+3.4

120.13

經濟向好 中國外貿三年首升

財經 速遞

▲希瑪眼科由眼科醫生林順潮
希瑪眼科由眼科醫生林順潮（
（中）創辦

道、規範銀信合作、委託貸款、信託
貸款等文件的出台，非標受到了更嚴
格的限制，估計今年新增信貸恐難全
部承接表外減少的非標。鄂永健認
為，今年「脫虛向實」效果將不斷顯
現，社會融資、信貸增速有望平穩，
今年全年信貸增速或在 12.5%至 13%
附近，全年信貸增量約 15 萬億元，未
來 M2 增速進一步持續下滑的可能性不
大。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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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鄭芸央報道：中國於
去年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原油進口
國和買家，主要由於新增煉油產能和獨立
買家刺激需求所致，去年中國原油進口量
按年增長約 10%，至每日平均約 843 萬
桶，高於美國同期的 790 萬桶。分析預
期，今年中國原油進口可能將進一步增長
一成。佈蘭特期油由三年高位每桶 70 美元
回落，12日曾報每桶68.87美元。
據中國海關總署最新公佈數據顯示，中
國去年原油進口量為每日平均約 843 萬
桶，總計進口 4.2 億噸原油，較 2016 年增
加 10.1%；美國同期原油進口量每日平均

則約為 790 萬桶。據 BMI Research 分析表
示，今年中國原油進口將會再增長一成，
而監管部門提高石油進口配額。中國商務
部稱，中國提高今年非國有企業的海外石
油配額，按年提高 63%，這將進一步推動
原油進口。

經濟續向好 商品需求殷
中國繼續成為世界商品大買家，由原油
至大豆的消費需求均創紀錄。經濟學家表
示，自去年下半年起，中國經濟增長超越
預期，對所有種類商品需求均向上，預計
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繼續強勁，對商品進口

需求進一步上升。
另外，中國去年對較低污染等級的鐵礦
石進口增加 5%至 10.7 億噸，分析師稱中
國愈來愈重視解決空氣污染問題，對高質
素鐵礦石需求增加，同時推動鐵礦石價格
上揚。
過去數十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大幅增
長，生活水平好轉，各類食品進口也在增
加。去年中國油籽進口躍升近 14%至創紀
錄的 9,554 萬噸。據美國農業部預測，截
至今年 9 月止的 12 個月，中國農產品進口
料達 9,700 萬噸紀錄新高，將佔全球貿易
比重約65%。

中廣核電力上網電量增19%
【大公報訊】中廣核電力 12 日宣佈，根據公司統
計，2017 年集團運營管理的核電機組總上網電量約為
13.7 萬吉瓦時，增長 19%。2017 年第四季度，集團開
展了大亞灣 2 號機組、嶺東 2 號機組、陽江 2 號機組、
寧德3號及4號機組、紅沿河1號機組及防城港2號機組
的換料大修，截至去年 12 月 31 日，除寧德 3 號機組換
料大修仍在按照計劃進行外，其餘 6 台機組換料大修均
已順利完成。

龍翔道百億地王截標
【大公報訊】記者林志光報道：香港九龍塘龍翔道地
皮 12 日截標，競爭者以本地發展商為主，香港地政總
署共收 10 份標書，多數以獨資方式入標。市場認定九
龍塘龍翔道地皮所在地段好，豪宅市場表現較一年多前
更佳，呎價有望再有突破，成為百億（港元）地王。

港三辣招稅收首超 300 億
【大公報訊】記者林志光報道：去年香港
各類物業樓價急漲，加上需求強勁，政府庫
房收入增加，其中來自三項辣招稅的總收入
突破 300 億（港元，下同）大關，是有三項
辣稅以來的五年新高，按年升約 26%，主要
是與內地及香港本地富豪或投資者等，購買
香港豪宅或巨額工商物業所致。
據香港稅務局最新公佈三項辣招稅的收入
數字顯示，去年 12 月份（上月）的雙倍印花
稅（DSD）收入急升逾1.06倍，超過39.86億
元，是歷來最多的月份，涉及 3,223 宗個案。
當 中 來 自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DSD 稅 收 ， 多 達
28.64 億元，按月更暴增逾兩倍；住宅物業的

收入則約11.22億元，升約14.5%。
另針對以公司名義、或以非本地永久居民
身份（包括內地人及外籍人士）購買香港住
宅物業的辣稅，除 DSD 外，還有買家印花稅
（BSD）。該項稅收連升兩個月，上月達
13.17 億元，按月升約 23.3%；所涉交易達
534 宗，應是自 2012 年底推出此稅項以來，
最多的月份，按月升約 10.5%。至於推出最
久的額外印花稅（SSD），上月亦有增長，
按月升約 27.3%，約 3,410.5 萬元，是 2015 年
4 月以來的 33 個月新高，涉及 52 宗交易。上
述三項稅收的上月總收入約53.37 億元，按月
升約76.7%。

海航購澳新銀行資產被取消
【大公報訊】記者林靜文報道：過去
幾年頻頻在海外投資的海航集團，其併
購計劃近期多次觸礁，不僅受到多國監
管機構的審查，其資金流情況也備受市
場質疑。
消息透露，澳新銀行決定取消向海航
集團出售 UDC Finance，該行將重新評
估關於 UDC Finance 未來的戰略選項。
早於去年底，新西蘭海外投資辦公室
（OIO）以無法核實海航集團控制人為
由，阻止海航集團收購澳新銀行旗下
UDC Finance。
去年初，為深入推進非核心資產剝離

策略，簡化業務結構，提高資本效率，
澳新銀行計劃以 6.6 億新西蘭元，向海
航集團出售 UDC Finance，交易預計去
年下半年完成。不過，新西蘭海外投資
辦公室去年底駁回有關併購交易的申
請，澳新銀行當時表示，除非海航能推
翻有關決定，否則交易將不會進行。該
行稱，若交易不再，將重估 UDC Finance 的去向，但強調以現時的資本情
況，沒有必要立刻對 UDC Finance 採取
行動。
海航集團則表示，對澳新銀行有關決
定感到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