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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以滑雪比喻中国经济 

回应多重危机猜测 
【参考信息】 

 近日，李克强在 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了题为《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结

构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开幕演讲。李克强阐述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

为支持“双中高”，他提出了培育打造创业创新的新引擎和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双引擎”，让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他以滑雪三要素速度、平衡、勇气作比，

表示对中国经济而言，就是要主动适应新常态，保持中高速度的增长，平衡好

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 

 在回应外界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时，李克强称，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既有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也有内在的经济规律。应当看到的是，由于

基数大，如今每年 7%的增长比 5年前增长 10%的数量还要大，而且就业等多项

指标完成情况优秀。不片面地追求高速度，紧绷的经济速度会得以舒缓，更可

以腾出手来推进结构性改革，调结构，促升级，向结构更高级、分工更合理的

阶段演进。这样中国经济的列车就不会因为有所放缓而失速，反而会跑得更稳

健、有力，带来新经济，形成新动能。 

 在谈及今年的工作思路时，李克强明确，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而是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好地

实行定向调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同时着力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效率。

一年多来，本届政府瞄准问题确定调控“靶点”的定向调控被政商学界普遍认

为是重大的创新型调控思路。在此思路下，不仅多项重要经济目标圆满完成，

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微妙的良性变化。 

 对于中国的金融和地方债务等风险猜测和研判，李克强回应称，中国不会发生

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李克强说，中国的储蓄率

高达 50%，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裕资金。地方性债务的 70%，主要用于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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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都是有资产保障的。他指出，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

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为下行经济开药方时，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更好地

落实改革创新，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实行双引擎。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另外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改造升级传统引擎。对于如何打造新引擎，李克强指出，一方面，将进一步深

化行政体制改革，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所谓的非行政许可，

推进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另一方面，将依法保

护知识产权，同时保护各类合法的产权。他表示，通过促进创业打造新引擎，

才能把人力资本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而且，创业机会的公平是最大的公

平。这样意义上的新引擎，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目标。 

 李克强在演讲中提到，要改造传统引擎，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

给，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仍是短板。

针对今年的改造重点，李克强表示已经确定为包括中西部铁路、水利工程、各

类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等重点投资领域。 

 在解决资金缺口方面，李克强指出，政府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通过深化投

融资改革，打破垄断，吸引社会资金与外资参与，采取政府和民营企业合作、

中外合作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来放大投资的效益。他同时指出，中国将推行

财税改革，推出扶持中小企业的新举措，深化金融改革，继续推进利率、汇率

市场化。加快推进中小金融，尤其是民营银行的发展，扩大资本市场，推动价

格改革，大幅缩减政府定价的种类和项目，最大限度地放开价格管制。同时，

注重发挥政府在软环境建设中的作用，扮演好市场监管的角色。 

【分析点评】 

 近日，李克强指出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发展必

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支持“双中高”，他提出培育创业创新的

新引擎和改造升级传统引擎的“双引擎”驱动经济增长新思路，这无疑为商业

银行调整业务结构、确定业务重点拓展方向以及深入挖掘相关业务机会提供了

一个有益的观察窗口。 

【参考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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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以滑雪比喻中国经济 回应多重危机猜测 

 
◆【上周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5.21%】 

普益财富监测数据显示，上周 63家银行共发行了 811款理财产品，其中人民币理

财产品 785款。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5.21%，与前一周持平。其中，预期

收益率在 6.00%及以上的理财产品共 66款，市场占比为 8.14%，环比下降 0.58个百分

点。 

一年期以上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提高，从投资类型看，上周债券和货币市场类产品

共计 316款，较上期报告减少 21款，其中人民币债券和货币市场类产品 295款，外币

债券和货币市场类产品 21款；组合投资类产品共计 443款，较上期报告增加 43款。上

周发行融资类（包含票据资产、收益权、信贷资产和信托贷款）产品 4款，环比增加 4

款；结构性产品共计 48 款，较上期增加 5款。 

投资期限方面，1 个月以下期理财产品 23 款；1个月至 3个月期理财产品 445款仍

然是发行最多的产品，较上期增加 16 款；3个月至 6个月期理财产品 217 款，较上期增

加 13款；6个月至 1年期理财产品 112款，1 年以上期理财产品 14款。 

普益财富统计显示，上周固定收益类人民币理财产品共发行 737款，上周固定收益

类人民币理财产品投资期限最短为 3天，最长为 2920天；预期收益率最低为 2.7%，最

高 7.50%，预期最低收益与上期持平，预期最高收益率较上期下降 1.50 个百分点。 

其中，1个月以下理财产品 19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3.77%，较上期下降 17个基

点。1个月至 3个月期理财产品 417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5.22%；3个月至 6个月期理

财产品 195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5.38%；6个月至 12个月期理财产品 93款，平均预

期收益率为 5.49%，都基本与上期持平。值得注意的是，1年以上期理财产品 13款，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 5.76%，较上期上升 34个基点。 

从发行人来看，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收益率仍然较高，平均

预期收益率为 5.35%。而国有银行发行的 151款固定收益率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5.00%，较上期上升 3个基点；农村金融机构（包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平均

预期收益率为 5.22%，较上期下降 8个基点。 

信息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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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益财富监测数据显示，上周有 1359款产品到期，到期理财产品的投资对象中，

组合投资类产品 605款，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类产品 686款，结构性产品 63款，融资

类产品 5款。 

公布到期收益率的 190款产品中，189款实现预期最高收益率，1 款结构性产品未

实现预期最高收益率。公布到期收益率的产品中，到期收益率为 6.00%及以上的产品共

21款。20款产品来自城市商业银行，1款来自股份制商业银行；从投资领域来看，1款

结构性产品，1款债券类与货币市场类产品，19 款为组合投资类产品。 

◆【五大行全牌照布局提速】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跨境、跨业、跨市场的金融活动日益频繁，

混业经营趋势明显加快，商业银行纷纷布局全牌照经营，综合化金融服务能力已经成为

衡量银行国际竞争力水平和银行转型成效的关键。值得关注的是，多元化发展也带来新

的挑战。伴随经营范围和业务领域的扩大，新的风险因素、新的风险种类也接踵而至，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 

1月 16日，银监会发布《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并表管理与监管指引的通知》(以下简

称《指引》)，强调商业银行是并表管理的首要责任人。由此，混业经营成为监管部门

的关注重点。业内专家表示，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伴随着一定的风险，确实需要完善

并表管理。而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和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综合化金融服务能力已

经成为衡量银行国际竞争力水平和银行转型成效的关键。 

自 2005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商业银行开展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的试点工作。由此，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开始加速推进。据统计，

截至 2013年末，我国共有 18家商业银行投资设立了 14家基金管理公司、15家金融租

赁公司、4家信托公司、7家保险公司、6家投资银行和 3家消费金融公司，而其中五大

行占据了多数席位。 

五大行发布的 2014 年中报显示，截至去年 6月底，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均

已涉足基金、保险和租赁业务。据了解，工行旗下设有工银瑞信、工银租赁和工银安盛；

农行旗下设有农银汇理基金、农银金融租赁和农银人寿保险；中行旗下设有中银基金、

中银保险、中银集团人寿、中银集团保险和中银航空租赁；建行旗下设有建信基金、建

信租赁和建信人寿；而交行旗下则设有交银施罗德、交银康联和交银租赁。此外，作为

国际化和综合化程度较高的大型银行，中行旗下还设有中银国际控股、中银国际证券、

http://bank.hexun.com/2015-01-26/172741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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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集团投资等子公司，以期通过多元化业务平台优势，提升集团协同效应，向客户提

供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 

◆【银监会下硬指标 银行信息系统国产化浪潮来袭】 

银行系统国产信息化应用占比提升正在加速落地。消息人士透露，2015年，银行业

软硬件国产化率或纳入年度量化考核。据报道，银监会已在全国银行业开展信息化应用

使用情况专题调研，对大型银行、金融机构使用的计算机设备、网络设备、存储设备、

安全设备、软件设备等信息系统基础软硬件开始全面摸底调查。银监会近日明确了银行

业安全可控技术的“推进指南”，上述调研正是“推进指南”实施的前奏。 

据了解，银监会推动银行业“安全可控”技术应用的当前重点在于网络设备、存储、

中低端服务器、信息安全、运维服务、文字处理软件，并将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领域

加大力度。业内人士预计，调研完成以后，银监会后续或有进一步文件出台。 

◆【人行称新货币工具不会取代存准】 

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上周五表示，央行过去几年推出的一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

和存款准备金率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对此业内人士称，相对定向工具，

降准更利于货币创造；而央行近期对于货币宽松的谨慎表态重在预期管理。 

近期中国央行对于全面货币宽松表态谨慎，多次表示无意过度放水，并通过定向调

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近日撰文称，货币政策总体应

保持审慎和稳健，在基础条件出现较大变化时适时适度调整，防止经济出现惯性下滑，

同时也要防止过度“放水”固化结构扭曲、推升债务和杠杆水平。 

对此，兴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涵指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还是有降准的必要，

央行不想透露宽松信号，主要是担心宽松预期会加速鼓励资金流向扭曲，从而压缩后期

的货币政策操作，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半年货币政策都是在想不到的时候出来。中国央行

上周四在公开市场进行了 500亿元人民币的逆回购操作，期限七天，中标利率 3.85%；

此外，央行近日续做了中期借贷便利（MLF）2,695 亿元人民币，并新增 500亿元，利率

与去年 10月份操作相同。 

对于当前银行面临的资产压力，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称，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

水平有上升压力，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仍可控。他介绍，截止 2014年 12月末，中国银

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 1.6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29%。邹添杰认为，银行

年底不良贷款集中确认的因素比较大，当然经济下行也是一个原因；拨备覆盖率的下降

也源于不良贷款的上升，计提拨备的节奏还是比较平稳。 

http://bank.hexun.com/2015-01-26/172731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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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银行业分析师林博程表示，银行截至去年低的不良率有点超预期，其中可

能一些非上市的小银行为了所得税的优惠有些财务上的策略考虑；也和一些区域性城商

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增长比较严重有关。截至四季度，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保持在 230.5%

的较高水平。 

◆【股份银行网络贷款竞赛 最短审批时间不断刷新】 

近日，继浦发银行刚刚推出“5分钟”完成贷款流程的“网贷通”产品之后，仅时

隔两个月，招商银行再次刷新审批时间记录，又把时间压缩到了“60 秒”。互联网，甚

至移动互联网，都在逐渐演变成银行争夺客户资源的利器。而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小微

企业发展的当下，通过“大数据”更快更有效的为小微客户提供贷款，也成了各家银行

肩负的重要任务。 

新年伊始，招商银行重磅推出了一款称为“闪电贷”的手机贷款产品，号称 3步操

作即能实现实时在线申请和 60秒审批放款。“只要符合资质的客户，可以在招行手机银

行直接操作，60秒资金就可以到帐。”招商银行相关人士如此介绍。这也意味着，在大

多数银行还在抢夺 PC端阵地时，移动的贷款市场，未来也将出现新的竞争势头。 

纵观各家银行最新的网络贷款产品，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将原先的贷款流程单纯的

搬到线上，而更趋向一种对传统模式的颠覆。所涉及银行的关键词必然包括大数据、纯

信用、无人工、迅速、信息对称等等。在过去的两年间里，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普及，这

一轮由大中型股份行发起的网络贷款“竞赛”，也随着 IT技术的进步不断升级。 

◆【宁夏银行资产规模首破千亿 引进战投上市预备跑】 

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末，宁夏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了 1038 亿元，首次跨

入千亿城商行序列，比 2014年年初增加了 241 亿元，增幅为 30.3%。在整个银行业增速

下滑，大多数城商行扩张大幅放缓的大环境下，宁夏银行的资产扩张增量和速度却达到

了其历史新高。仅 2014 年前三季度，宁夏银行实现净利润 11.95亿元，而 2013年全年

的净利润约为 13.30亿元。 

在资产扩张的同时，宁夏银行的资本占用随之增加。2013年，在经过了第四轮增资

扩股之后，宁夏银行的总股本约 18.03 亿股，资本充足率为 14.23%，核心资本充足率为

13.12%，至 2014年末，宁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为 12.34%。 

在当地同业机构看来，宁夏银行的上市“只是时机的问题”。“继续做好上市准备工

作，宁夏银行已经基本完成了股权清理和内部控制规范等上市辅导工作，上市准备进程

稳步推进。”在 2013年年报中，宁夏银行方面曾对外称。截至目前，宁夏银行的第一大

http://bank.jrj.com.cn/2015/01/26084818764248.shtml
http://bank.hexun.com/2015-01-25/172729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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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仍然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持股占比 18.55%，其余九大股东最大持股比例也仅

为 6.84%，前十大股东共持股 62.65%。 

据上述接近宁夏银行的人士称，截至目前，相关上市工作还在准备之中，尚未向监

管层正式提交上市申请。据了解，2015年 1月 5日，宁夏银行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会议上除了向经营班子下达 2015年度经营目标任务外，还通过了“引进战略投

资者补充资本的方案”。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继续攀升 创四年新高】 

根据中国银监会 23 日披露的数据，截至 2014 年 12月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率达 1.29%，相较于三季度末的 1.16%继续攀升，亦创四年新高。 

有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继续攀升主要取决于多个因素，比如

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价格回调、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经营情况未出现明显改善

等。但总体来看，各家银行的整体拨备覆盖率依然都保持在 200%以上甚至更高水平，这

样的拨备幅度和较好的盈利水平足以支撑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不发生大的问题。 

银监会当天披露的数据还显示，截至去年 12月末，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保持在

230.5%的较高水平；且截至去年 11月末，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到 12.93%，同比

增加 0.75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不少中国银行家对未来的银行资产质量担忧有所加剧。根据去

年 12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4)》，银行家对未来的资产

质量担忧有所上升，尽管仍有超过六成的银行家认为其所在银行未来三年不良贷款率将

维持在 1%以下，但预期不良率在 1%-3%的银行家占比也达到三成左右，与去年调查结果

相比，上升了约 5%。 

从行业角度来看，房地产市场调整和淘汰过剩产能带来的风险最受上述银行家的关

注，分别有 73.7%和 65.8%的银行家认为在 2014 年及未来三年“两高一资”(高耗能、

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和房地产行业最可能出现不良率偏高的情况，需要加强风险管控。 

◆【2014 年末我国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升至 22.6%】 

中国人民银行 2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 年末，我国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 5.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6%，增速比上年末高 7.9 个百分点。其中，房产开发贷款余额为

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21.7%，增速比上年末高 5.3个百分点；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1.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7%，增速比上年末高 15.9 个百分点。 

http://money.163.com/15/0123/14/AGLBPRPA00254TI5.html
2014年末我国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升至2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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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2014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分析认为，“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明显

上升”。其中，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增长迅猛。2014年末，我国房产开发贷款中的保障

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为 1.14万亿元，同比增长 57.2%，增速比上年末高 30.5个百分点；

全年增加 4119亿元，同比多增 2589亿元，增量占同期房产开发贷款的 55%，比上年增

量占比高 24个百分点。 

个人购房贷款继续保持平稳态势。2014年末，我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为 11.52万亿

元，同比增长 17.5%，增速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3.9个百分点；全年增加 1.72万亿元，

同比多增 19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