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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刊物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

何保证，仅供参考。 

央行：中长期贷款及房贷增速回升 

【参考信息】 

 昨日，央行公布的前三季度贷款投向情况。数据显示，三季度工业中长期贷款

增速出现回升，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持续加快。9 月末，主要金融机构本外

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1%，增速比上季末高 1.3 个百

分点；前 9 月增加 2673 亿元，同比多增 290 亿元。其中，重工业中长期贷款

同比增长 3.4%，增速比上季末高 1.2 个百分点；轻工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

10.5%，增速比上季末上升 2.3 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鄂永健表示，从 9 月份来看，对公中长期贷款余

额同比增速 9.02%，较上月提高 0.42 个百分点，显示社会信贷需求上升，宏观

经济企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也表示，信贷数据显示，当前

总体资金需求比较旺，一些大型项目对资金需求比较高。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

席经济师刘利刚表示，由于第三季度 GDP 出现加速，中国或将完成全年经济增

长 7.5%的目标。 

 央行新闻发言人也称：“近几个月，我国经济出现稳中向好态势。” PMI 等反映市

场预期的先行指标稳定向上，工业增加值、用电量、企业利润等实体经济运行

数据也继续走高，财政收入增速逐步回升，这些都有利于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

专题分析 

http://bank.hexun.com/jtyh/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6378.s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71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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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预期目标。事实上，从 GDP 增速看亦显示了经济的企稳回升：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7.8%，高于第二季度的 7.5%。 

 与此同时，受房地产市场迅速回升带动，房地产贷款快速增长。统计显示，9

月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14.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增速比上季末高

0.9 个百分点；1~9 月增加 1.9 万亿元，同比多增 9176 亿元。 

 央行也坦言，房地产贷款较快增长；住户贷款增长较快。具体来看，9 月末，

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1.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1%，增速比上季末回落 4.1 个百

分点。房产开发贷款余额 3.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比上季末回升 3.9 个

百分点。个人购房贷款余额 9.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增速比上季末高

0.1 个百分点。 

 三类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中，个人购房贷款的增速最快。事实上，由于信贷额

度的不足，市场还曾传出银行“停贷”的传闻。对此，央行称，从调查上看，各商

业银行并未出台明确的个人房地产按揭贷款停贷政策。但由于前三季度部分银

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增长较快，9 月以来，一些中小型银行在贷款结构方面有所

调整，部分城市个人住房贷款的审批和发放时间有不同程度的延长。 

 此外，央行还称，前三季度的房地产信贷主要支持了居民购买首套自住房的贷

款需求。前三季度商业银行新增的个人住房贷款中，首次购房贷款占比达到

76.5%，也就是说，超过四分之三的个人住房贷款是首次购房贷款，这在客观

上抑制了投资需求。 

【分析点评】 

 截至 9 月中长期贷款增长迅速，从信贷层面反映了经济的企稳回升；同时房地

产市场今年的持续上涨也带动相关房地产贷款快速增长，三类与房地产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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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中，个人购房贷款增长最快，而且个人新增贷款中高达 76.5%的比重是首

次购房款，折射出刚需较为强劲，也说明房地产市场短期内获得支撑的基础较

为牢固 。 

【参考链接】 

 前三季贷款投向释两大信号：经济企稳回升房贷增速较快 

 前三季贷款投向释放两信号 经济企稳房贷增速快 

 央行报告显示今年我国房地产贷款增长较快 

 央行：中长期贷款增速回升 

 

◆ 【人民币成为菲律宾市场第二种可实时清算外币】 

10 月 23 日,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与菲律宾交易系统控股集团(PDS)日前联合举办人

民币资金汇划系统启动签字仪式，继美元之后，人民币成为菲律宾市场上第二种可实时

清算的外币。 

23 日消息称，人民币资金汇划系统(RMB Transfer Service，简称 RTS)启动标志着

人民币成为菲律宾市场上继美元后第二种可实时清算的外国货币，将为菲律宾金融机构、

贸易商、投资商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人民币结算手段，同时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并获取较

高外汇理财回报。下阶段中国银行将深入开发菲境内人民币市场，引入更多人民币投资

产品，未来还将提供人民币跨境清算服务，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人民币跨境贸易支付

效率。 

◆ 【10 月汇丰中国 PMI 预览值 50.9 升至七个月高点】 

信息精粹 

http://bank.hexun.com/2013-10-24/159009537.html
http://finance.qq.com/a/20131024/001030.htm
http://finance.qq.com/a/20131023/017103.htm
http://finance.qq.com/a/20131024/0011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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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 10 月 24 日公布，10 月汇丰中国制造业 PMI 预览值为 50.9，好于预期的 49.8

并升至七个月高点，9 月终值为 50.2。数据同时显示，10 月汇丰中国制造业 PMI 新订

单指数为 51.6。 

◆ 【上半年中国五大行减记不良贷款 221 亿元同比翻三倍】 

据文件资料显示，今年 1-6 月份，中国工商银行在内的五大行减记不良贷款总额达

到 221 亿元人民币（约合 36.5 亿美元），同比去年 76.5 亿元人民币，翻了三倍。 

有分析称，中国五大银行减记不良贷款的总额同比翻三倍，似乎都极力想在潜在的

违约浪潮袭来之前完成清理账本的工作。但疯狂地减记不良贷款似乎并没有对各大银行

的利润造成冲击，据统计，五大行上半年的利润增长至 760 亿美元，创下纪录新高。 

瑞信方正证券公司分析师 Ma Kunpeng 表示，加速减记不良贷款是银行和监管者未

雨绸缪的一步棋。香港 Sanford C. Bernstein 的分析师表示，目前除了中央政府和金融

债务，中国的债务占 GDP 比例已经升至 207%，信贷增长持续高于生产力增长，这会

导致投资者对不良贷款的增加非常担忧。 

◆ 【北京力推“京七条”限价房 调控总思路初露端倪】 

昨天,在多地房价控制目标被指无法完成时，北京昨天高调发布"京七条"，大力推动

限价房政策。综观"京七条"全文，核心要素政府力推的"自住型商品住房"价格较同地段、

同品质的商品房下降三成，且申请范围向非京户籍家庭开放。 

北京市建委发布《关于加快中低价位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建设的意见》。根据新

政，北京年内要完成不低于 2 万套自住型商品住房供地。而所谓限房价，就是销售价格

比同地段、同品质的商品房价格低 30%左右。《意见》规定，购买此类住房后五年内不

得上市，五年后上市收益的 30%上交财政。 

◆ 【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 累计发行逾 10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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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消息，截至 9 月末，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 6641 只债务

融资工具，累计发行金额约 10.6 万亿元，发行额占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总额的 73.4%。

截至 9 月末，债务融资工具存量规模为 52544.05 亿元，占公司信用类债券总余额的

61.6%。 

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杨农表示，发展债市要继续高举市场化改革理念，继续坚持发

展是硬道理，牢固地确立在发展中规范的理念。对于金融市场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局部

性问题，不能矫枉过正，更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任何金融交易活动都可能伴生金融投机，

任何金融投资活动必然对应相应的风险。当前金融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发

展的方向还是发展的路径，产品的选择还是制度框架的确立，都要在发展过程中探索。 

◆ 【人民币汇率月内 5 次创新高 年初至今升值约 2.4%】 

昨天，人民币对美元无论是汇率中间价，还是即期汇率都再度创下新高。这已是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经是本月以来第 5 次创新高了。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昨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破 6.14 关口，较

前一个交易日大涨 65 个基点报 6.1330。而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更是在早盘就一举升破

6.09 关口，盘中最高触碰 6.0855，按照这一价格计算，自上周一以来人民币已经飞速

升值约 0.58%，年初至今升值幅度约达 2.4%。 

此前人民币大涨，更多源于美债危机的悬而未决，如今美债得以“有惊无险”，但人

民币的涨幅却并未因此而结束，毕竟美元还在走软。业界一致认为，美国此前公布的非

农数据着实令人失望，这也导致了国际美元的走软，人民币汇率也顺势再刷新纪录。 

◆ 【百度百发 8%收益承诺涉嫌违规 疑胎死腹中】 

10 月 23 日上午，证监会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媒体报道百度百发保本保收益理财计

划事宜的回应》称，媒体报道所称百度联合华夏基金推出的理财计划目标年化收益率



 

 7 

8%，不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证监会注意到百度已经就相关媒体报道予以澄清，下一

步将根据百度一级相关机构报送的书面材料，对该业务合规性予以核查。 

回应称，根据《基金法》规定，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不得有预测基金的证券投资业

绩、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等情形。基金销售机构从事基金销售活动，不得有采取

抽奖、回扣或者送实物、保险、基金份额等方式销售基金情形。互联网基金销售业务也

应遵守相关规定。而百度金融中心的“1 分钱抢大礼包”中明确包含“买百度金融中心理财

特享理财产品，买多少送多少”的促销内容，显然违反了《基金法》的上述规定。 

◆ 【新加坡大华银行入渝设分行】 

昨日，重庆银监局消息称，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已获得银监会筹建

批复。重庆市又将增加一家外资银行。至此，全市已有 14 家外资银行分行，其中 12

家已开业，盘古重庆、大华重庆两家在筹办中，在渝外资银行分行数量将继续位居我国

中西部首位。 

◆ 【虚假贸易背景推高不良 银行叫停小微采购卡贷款】 

在各种政策引导下，商业银行普遍把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投入，并不断通过模式的创

新让小微企业融资变得更为便捷。然而，加速的创新必须要有风控紧随。近日,由于很多

小微企业无法偿还贷款，出现大量不良贷款，该行目前已叫停小微采购卡贷款业务。 

据调查，不良贷款主要源自银行对贷款企业是否具有真实贸易背景核实不严格，许

多核心企业让企业员工冒充下游采购商，伪造贸易合同获取贷款；而贷款资金则由核心

企业掌握，小微企业并没有受益。很多地区的不良贷款在 30%左右，大部分都是员工假

冒采购商，类似骗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