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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财政收支告急 
【参考信息】 

 楼继伟 6月 27 日在报告中表示，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形

势严峻，前五月中央财政收入增速显著放缓。而鉴于制约后几个月财政收入增

长的因素仍然较多，主要是工业增加值增长趋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企业效益下滑，以及今年 8 月 1 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

点扩至全国。因此，完成全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压力很大。 

 数据显示，1-4 月，全国累计公共财政收入 434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增幅同比回落 5.8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财政收入 19963亿元，同比下降 0.8%。

然而在增收放缓的同时，前四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支出 36345 亿元，同比增长

13.6%。楼继伟指出，据此测算，要实现年初预定的中央财政收入目标，今年后

几个月收入平均增幅需达到 11.3%。 

 地方财政收入情况亦不容乐观。由于经济放缓，目前全国相当多地区的财政收

入目标未达到年度预期，仅从前 5个月地方财政收支来看，如果不算上中央对

地方的转移支付，不少地方出现了较大的收不抵支的情况。其中内蒙古、陕西、

河南、辽宁等地均表现明显。其中内蒙古 1-5月地方财政总收入 1073.34 亿元，

同比仅仅增长 0.1%。这大大低于内蒙古确定的 2013年地方财政总收入增长 14%

的目标。同样，辽宁 2013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目标是 11%，但是 2013年

1-5月份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342.8 亿元，仅仅增长 5.2%。 

 如何缓解由于财政收入增速放缓造成的收支紧张局面？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郝如玉认为，应该减少财政支出，尤其是政府“三公”支出、行政经费的支出，

以及地方政府经营性投资支出。楼继伟则表示，下一步政府将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 

【分析点评】 

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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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半年政府财政收支告急的现状来推断，今年经济放缓的速度可能超过了预

期，而面对下半年收紧的货币政策，财政收支以及经济回暖同样不容乐观。另

外，今年约有 2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将会到期，地方平台债还贷风险或将加大，

银行应当注意防范政府平台债务的风险。  

【参考链接】 

 财政部：完成全年财收预算压力很大 

 我国部分地方财政收支告急 减政府支出日益迫切 

 

◆ 【周小川：适时调整市场流动性保持总体稳定】 

6月 28日，央行行长周小川谈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当前经济金融运行总体是平稳

的，物价形势基本稳定，都说明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合适的，效果是好的。同时目前国

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金融市场历来是

很灵敏的市场，对市场中的任何信号都会有迅速反应，因此，既有助于发现问题，也有

助于修复市场中所发生的问题。 

接下来，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着力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

和灵活性，适时适度的进行预调微调，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配合，一方面要引导金融机

构保持合理的信贷投放、合理安排资产负债总量和期限结构，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将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和手段，适时调整市场的流动性，保持市

场的总体稳定，为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和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条件。 

周小川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的货币增长总体来讲依旧是较平稳增长，同时加大结

构调整的力度，增长速度上有所放缓，但仍处在合理的区间，总体上仍旧呈现稳中有进

的势态，同时各项改革红利还将进一步释放，政府部门减政放权的作用还将进一步显现，

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的效益进一步提高，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

中国仍处在有利条件较多的战略机遇期，潜力是巨大的。从全球来看，中国经济仍然是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对中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

发展充满信心，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充满信心。 

◆ 【审计署：银行间债市涉及非法输送利益 6亿多元】 

信息精粹 

http://news.10jqka.com.cn/20130628/c535842844.shtml
http://news.10jqka.com.cn/20130626/c535785179.shtml#744173-tsina-1-78955-d0602eda0f674b1fa477aa3cbcbc08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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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 2012年度审计报告。刘家义

指出，当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关联交易输送利益问题较为突出。审计共发现此类问题 11

起，涉及非法输送利益 6亿多元。 

◆ 【深圳 27日批复前海综合规划 3年内投资 3898 亿】 

深圳前海管理局 6 月 27日正式发布《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综合规划》，提

出三年内投资 3898亿，2015年全面建成前海合作区基础设施，到 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

总值 1500亿元。 

按规划，前海合作区总用地面积 1492公顷，即由月亮湾大道、双界河、妈湾大道

和海滨岸线所围合的区域，总建设规模约 2600万至 3000万平方米，其中 2600万方米

为基准规模，3000万平方米为上限规模。辐射区域包括前海湾片区，包括前海合作区、

宝安中心区、大铲湾港区（含后方陆域），总用地面积约 3240公顷。 

规划规定前海主导产业是以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专业

服务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外界最为关心的金融业方面，主要在于探索发展离岸金

融业务、推动深港资本市场合作、推进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支持创新型金融机构

的集聚发展等方面。 

规划提出，探索发展深港两地人民币同业拆借、跨境贷款、离岸结算等业务，试点

企业对外投资、境外融资；支持跨境贸易信用证办理和人民币结算，非金融机构进入外

汇市场以及非居民境外货币借贷、外汇买卖、境外证券交易、境内期货交易等离岸金融

业务；积极推动人民币债券市场建立；给予本地券商和基金公司在香港分支机构 QFII

待遇；试点本地证券公司投资港股等。 

◆ 【建银亚洲与建行香港分行合并 总资产 5300 亿港元】 

建设银行 6 月 27 日公布，下周起建行亚洲及香港分行将会合并，但会沿用建行亚

洲名称，同时保留香港分行的银行牌照，作为境外资产管理中心，合并后的新建行亚洲

总资产达 5300 亿港元。董事长王洪章强调会遵守内地及香港法规，在整合过程中，不

裁员、不减薪，会平稳过渡。 

◆ 【SHIBOR 全线下滑 银行间市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 

中国央行发出维稳市场的表态后，市场对流动性最恐慌的时刻已经过去。受此影响，

最近几个交易日，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全线稳步下滑。6月 27日，隔夜 SHI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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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稳，由 6月 20日最高的 13.4440%回落至 5.5610%，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上涨 0.8个

基点；1周、2周及 1个月期的 SHIBOR利率则下降了 51.70、43.50及 16.10 个基点。 

本周二（6月 25日）的时候，中国央行表示，当前流动性总量并不短缺。随着时点

性和情绪性因素的消除，预计利率波动和流动性紧张状况将逐步缓解。央行称，为保持

货币市场平稳运行，近日已向一些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支持，一

些自身流动性充足的银行也开始发挥稳定器作用向市场融出资金，货币市场利率已回稳。 

一位股份制银行的交易员表示，央行的表态稳定了市场信心，同时这几日开盘时也

能看到，一些大资金也在进场，可能是一些大银行在出手平抑资金。不过，要指出的是，

虽然短期拆借利率大幅下行，资金面最紧张的一波已经过去，但由于本周面临跨月、跨

季度时点，市场对流动性偏紧的预期仍未转向。隔夜 SHIBOR利率虽然较前期高点大幅

回落，但仍居于 5%以上的高位。一般而言，这一利率应在 1%－2%之间，今年以来的平

均利率为 3.1%。 

◆ 【监管加强与银行“钱荒”挤压了融资铜空间】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近期部分融资铜贸易企业受到较大压力。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

示，做内贸融资铜业务的企业影响都比较小，但做外贸融资铜业务的企业影响比较大，

外贸融资铜业务在整个融资铜行业中占比较高。粗略估算，或有近 40%外贸融资铜业务

受到影响。 

据介绍，外贸融资铜业务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外汇局联合有关部门对融

资铜业务加强监管，二是银行资金紧张对中小规模从事融资铜的企业带来影响。该人士

表示，进入 6月以来，银行资金出现紧张，中小贸易企业的贷款受到影响，但大企业多

为长期贷款，“钱荒”对其影响不大。 

据了解，融资铜业务的操作模式是，铜融资企业先向银行交付进口电解铜总额 20%

左右的保证金，申请开立期限为 90天或 180天的远期信用证，报关进口抛售现货。随

后利用时间差，将这些套取来的资金拿去做高风险投机，相当于从银行套取一笔短期融

资。外管局 5月发布《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后，目前只有少数

大型铜贸易企业通过对原有交易方式的调整而重新获得银行的信用证，大部分中小型贸

易商由于无法提供相应的实物贸易证明材料被纳入到了重点监管之列。在这些因素的挤

压下，融资铜的空间被大幅压缩。 

◆ 【国际机构报告称人民币市占率创纪录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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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人民币在海外市场扩展迅速。不久前，中、英两国央行宣布签署千亿级

别的本币互换协议，为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拓展增添筹码。6月 26日，负责金融电文网

络运营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报告称，人民币作为全球支付货币的市

场占有率，5月份升至 0.84%的高位，原因是人民币的支付使用量增长高于其他货币。 

根据 SWIFT的统计，4月份人民币作为全球支付货币的市场占有率为 0.69%。SWIFT

指出，5月，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使用量按月增长 24.1%，同期，其他货币增速

仅 1.90%。全球而言，人民币作为全球支付货币的排名保持不变，仍是第 13位。 

此外，SWIFT的统计还显示，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德国，在使用人民币作国际

支付的需求持续上升，5月份德国与中国之间的交易有 8.2%以人民币进行支付，4月份

这个比率为 4.8%，而去年 5月，该比率仅 2.4%。SWIFT称，5月份德国的人民币支付使

用量按月大增 71%，该增幅是 20个最多使用人民币作支持货币的国家中最高的。 

SWIFT环球人民币业务总监 Lisa O'Connor 表示，中国和法国在去年中表示支持金

融机构及企业利用人民币及欧元进行双边贸易，最新数字显示，以人民币作贸易结算确

实越来越受欢迎。 

◆ 【央行当周净投放 250 亿元 平抑流动性紧张】 

央行于 27日再度全面暂停了公开市场操作，至此，当周实现资金净投放 250亿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央行对平抑流动性紧张的操作，将有利于改善投资者预期，对于缓

解短期流动性恐慌有一定的好处。值得一提的是，自 6月以来中国央行已连续四周在公

开市场实现资金净投放，规模达 3050亿元。 

中债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6月 26日收盘，银行间回购利率全面下行，1天、7天、

14天品种分别行至 5.554%、7.304%、7.327%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