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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督阵 水利项目成稳增长关键 

【参考信息】 

 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水利部视察。有券商人士分析称，水利问题极有可

能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议题。临近年末，稳增长压力仍存，在棚改、铁路均趋

饱和的情况下，作为投资重要抓手的水利工程加码态势明显。“集中力量建设

重大水利工程，像推进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一样。”24 日，李克强考

察水利部时如是说。谈到水利建设与投资拉动的关系时，李克强称，水利建设

“能够拉动有效投资，促进就业和农民增收，带动相关产业，发挥稳增长的关

键作用”。 

 早在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就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国家将集中力量

建设一批重大水利工程，今年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 700多亿元。同时加

强中小型水利项目建设，解决好用水“最后一公里”问题。随着经济下行压力

的加大和时间的推进，各个层面对于推进水利项目进程的支持于下半年开始提

速。 

 10月 8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部门负责同志会议，部署下一阶段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计划年内在水利、环保、信息网络等领域再开工一批重大项目。

此后，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张明伦在公开场合表示，今明两年和“十三五”

期间分步建设纳入规划的 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中，目前在建工程的总投资规模

大约是 6000亿元。据报告显示，2014年水利建设将重回高速增长。随着水利部

启动全国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水利发展将开启新一轮投资。据

业内人士估算，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投资规模同比增速有望超过 20%。平

安证券指出，加快水利建设投资势在必行。“十二五”期间我国水利投资规模

将达到 1.8万亿元，相对“十一五”期间增长 156%，年均复合增长 20.7%，水

利行业投资增速将在近阶段达到高峰。 

 然而，对于重大投资项目来说，资金来源仍是主要问题。有中部省份发改委官

员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水利项目的周期长，盈利性又比较差，很难获得外部

资本注入。 

专题分析 

http://gov.hexun.com/mwr/index.html
http://stock.hexun.com/quanshang/
http://news.hexun.com/2013/lh/
http://gov.hexun.com/sdpc/index.htm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21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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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 24日，在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林念修表示，今年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459亿元，用于大中型灌区和灌

排泵站改造、新建灌区等农田水利重点工程建设，比去年增加 72 亿元。下一步，

发改委将进一步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同时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筹集资金，

鼓励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田水利建设。 

 财政部也于近期宣布，将在近日下拨 63.25 亿元支持农田水利建设，这笔资金

的 80%将用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20%用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支出。粮食

主产区、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等将获得重点支持。 

 近日，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表示，下一步将在全国推广建立节水灌溉节约水量

使用权交易和政府回购机制。力争到 2020 年，将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占有效

灌溉面积的比例提高到 60%以上，将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例提

高到 30%以上。 

 从地方来看，自 10月底国务院召开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以

来，各地迅速掀起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目前，全国已有 11 个省份部署

了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工作重点，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广西、浙江等六省

区投入资金超过百亿元。 

【分析点评】 

 24日，李克强总理对水利项目进行督阵，在稳增长压力不减且棚改、铁路投资

均趋饱和的情况下，水利项目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或将发挥关键

作用。 

【参考链接】 

 李克强督阵 水利项目成稳增长关键 

 

 
◆ 【央行正回购协同降息：利率四连降至 3.2%】 

今年以来，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引导资金利率下调的意图非常明显。央行第一次

下调正回购中标利率是在 7月,将期限由 28 天变为 14 天，利率由 4%向下调降至 3.7%；

此后，9月 18日央行在公开市场展开 14天期限、规模为 100亿元的正回购，利率从此

前的 3.7%下调至 3.5%；紧接着，10月 14日，同期限的正回购操作利率继续向下调整至

信息精粹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8252.shtml
http://gov.hexun.com/mof/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shangdong/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henanjingji/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hebei/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guangxi/index.html
http://news.hexun.com/zhejiang/index.html
http://bank.hexun.com/2014-11-17/170461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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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由于上周市场资金面出现日趋一日的紧张，在上周末，央行终于使出了全面降息

的透明的货币政策。到 11月 25日，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继续将 14天正回购利率进

行了本年度第四次下调，下调幅度为 20个基点至 3.2%。除了降低中标利率，央行在周

二的正回购操作中，将正回购规模从上一期的 100 亿元降至 50亿元，由于有 200亿元

正回购到期，由此当天央行在公开市场还实现了 150亿元的资金净投放。 

很多市场机构认为央行已经开启了全面宽松的窗口。瑞银中国认为，为防范金融风

险、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决策层应会避免使用货币政策来进行强刺激，但与此同时，央

行也有必要在资本大规模外流时保证流动性充裕。瑞银预计，中国央行将在 2015年底

前三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以降低实际利率、防止不良贷款快速大幅上升。但同时，为

避免体系内业已存在的金融风险进一步积聚，决策层应该不会在 2015至 2016年出台类

似 2008至 2009年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但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稳定、避免经济“硬着陆”，

央行将会通过多种渠道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裕，包括在必要时降准（如资本大规模外

流时），降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首批民营银行有望年底前开业 大大超出市场预期】 

7月 25日，银监会批复了温州民商银行、前海微众银行和天津金城银行的筹建申请。

按照监管要求筹备期应在 6个月内完成，未能按期完成筹备可以申请延长 3个月的时间。 

由于总行层面的各种制度和组织框架的搭建，工作量大且复杂程度高。因此，市场

人士预计，6个月能够完成筹建工作已属不易。据悉，首批试点民营银行的筹备工作进

展超出此前预期，其中，温州民商银行开业时间有望提前至下月底，筹备工作最为稳健

的前海微众银行也已提交了开业申请。 

“温州民商银行筹备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不过内部正在冲刺年底开业。”一位知

情人士透露。从公开信息看，温州民商银行的筹备工作显得磕磕绊绊。8 月初，温州金

融办主任张震宇曾透露，温州民商银行申报筹建方案与此前透露的方案并不一致，除了

正泰集团、华峰氨纶两家发起人外，四家民营参股股东均以各种原因选择退出。当时，

尚未确定的股份剩下约 20%，股东置换工作在推进之中。据悉，温州民商银行总部内部

架构以及相关 IT设施仍在准备之中，相关人才的招聘也已启动。“开业时，至少总行层

面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就绪。”该知情人士称。按照筹备思路，温州民商银行立足点是温

州地区的中小微企业，愿景是服务全球温商，初期会以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为重点。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http://news.10jqka.com.cn/20141117/c568439800.shtml
http://gov.hexun.com/cbrc/index.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639.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20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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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微众银行筹备工作一直有条不紊的展开。消息人士向记者证实，前海微众银行

已正式递交了开业申请。 “估计年底开业问题不大。”微众银行一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据悉，前海微众银行的整个筹备工作都很高效。例如，行长以及相关高管团队早早确定，

同时基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模式以及人才招聘也准备充分。 

◆ 【平安信用卡搭建立体境外消费平台】 

境外旅游和消费的持续火爆迅速带动了境外消费支付市场之间竞争，境外消费群体

也成为各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争夺客户焦点。权威机构统计数据称，中国出境游客数从

2000年的1000万人次增至2013年的9800万人次，境外旅游消费金额高达1290亿美元，

连续多年跃居全球之首。另外，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海淘市场规模已超过 1000亿，

且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快速增长。据悉，平安银行已推出一系列境外刷卡活动，并搭建了

一个多维的境外消费平台。 

据介绍，从 2013年开始，平安信用卡便推出一系列境外刷卡优惠活动，根据客户

境外消费各个环节，推出“境外消费赠 3000，全球变身折扣店”、“旅游预定优惠”、

“海淘享返现”、“留学赠奖学金”等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进行系列的消费平台多

元化布局，构建一张全新的境外消费主场版图。 

据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预测，未来 5 年，中国游客出境游将超过 5 亿人次，

旅游市场的总规模达 2.5 万亿美元。“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

到境外消费大军中。”平安银行信用卡中心有关人士称，平安信用卡将在现有基础上继

续开拓信用卡持卡人境外用卡需求，个人出境前可获得境外机票、酒店、门票等预订优

惠，境外期间用卡，不仅可获得高额返现，更可享受前端商户给予的专属优惠，甚至出

行期间的保险都可以找平安信用卡轻松搞定。 

◆ 【浦发银行拟收购控股上海信托】 

浦发银行 25日晚间公告称，该行董事会同意公司收购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方

案。在上海信托分立完成后，上海国际集团、上海久事公司、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拟向浦发银行分别出让其所持有的存续的上海信托

66.332%、20.000%、1.334%和 0.667%的股权，公司届时将通过向其发行境内上市人民

币普通股（A 股）方式支付标的股权之对价。 

先对上海信托进行分立，再行收购，是本次收购行动中的亮点。“剥离一些不适合

装入浦发银行的资产，如部分下属子公司的股权，同时由于上海信托还持有上海国际部

分子公司的股权，需要进行股权梳理，”知情人士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上海信托的主体

http://iof.hexun.com/index.html
http://bank.hexun.com/2014-11-17/170471555.html
http://finance.qq.com/l/industry/xiaofeits08/xiaofei.htm
http://datalib.finance.qq.com/cgi-bin/search?libid=15&orderby=F339&FilterValueAND=&FilterAttrAND=
http://finance.qq.com/money/forex/index.htm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sstock/ggcx/000001.shtml
http://finance.qq.com/money/insurance/index.htm
http://bank.jrj.com.cn/2014/11/170701183647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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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会发生变化，也不涉及业务部门的调整。浦发银行表示，收购整合上海信托，将

会给其带来多方面的正向效应：一是能够进一步发挥公司在资产管理方面的优势，有利

于形成多元化经营格局，增强公司与上海信托的联动协同效应；二是能够提高公司全方

面服务客户的能力，有利于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打开发展、盈利和估值空间；三是

能够实现强强结合，有利于增强公司和上海信托抵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浦发银行还称，该次收购整合也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相关要求。通过商业银行对信托公司的收购整合，可以更好地理顺

银行和信托的业务关系、明晰双方经营边界，按照“栅栏原则”实现商业银行业务和信

托业务的错位经营。一方面，收购整合后，浦发银行可以将目前相对符合信托特征的业

务逐步整合到上海信托的平台上开展；另一方面，通过双方的深度业务整合，可以促进

上海信托更好地实现经营转型、真正回归信托主业，从而有效降低银行和信托的经营风

险。 

◆【部分城商行存款利率一浮到顶 五大行为何还能如此淡定】 

央行在 21日晚间宣布自 22日起非对称降息，同时宣布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

存款基准利率的 1.1倍调整为 1.2倍。城商行中的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在随后不到 3个

小时内，迅速决定将存款利率调整为基准利率的 1.2倍，一浮到顶。相比大多数城商行

的迅速反应，五大国有银行和招行最为淡定，多个期限存款利率上浮幅度仍不足基准的

1.1倍。 

随后第二日，股份行中体量相对较小的恒丰银行率先宣布全线跟进。随后中信银行、

平安银行、华夏银行等均有所跟进，但除平安银行外，其他大部分银行并非将存款利率

全线一浮到顶，最为淡定的是五大国有银行和招行。 

这一局面与 2012年央行首次宣布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 1.1倍时的

情形有所不同。2012年 6月 7日晚间，央行宣布自 2012年 6月 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宣布，自同日起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

基准利率的 1.1倍。根据当时的报道，2012年 6 月 8日，五大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利

率表显示，其一年期存款利率全部上浮至 3.5%，当时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 3.25%，以

基准 1.1倍计算，最高可至 3.575%，接近央行规定的 1.1倍上限。时移势易，如今商业

银行竞争显得更为理性。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变

得更为理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存贷比分子分母口径调整在即。 

http://bank.jrj.com.cn/2014/11/18080218373292.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z002142/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1009/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1998/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z000001/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0015/
http://auto.ifeng.com/news/finance/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list.php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list.php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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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市场流传的一份央行文件指向拟将部分同业存款纳入存款统计口径，部分同业

存款拆放纳入贷款口径，如果该做法落地，将使得中国银行业，尤其是股份制银行存贷

比压力得到缓解。在媒体大面积报道之后，央行并未出面否认这一信息的真实性。 

相关人士认为，央行要出台此项规定此前应该征求了大行意见，也因此，大行对政

策动向把控更为准确，这应该是大行在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之后能够理性观望的一个

重要原因。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原因是，一浮到顶的“豪迈”需要付出巨额真金白银的代价。

此次降息后，申万预计上市银行 2015年存贷利差收窄 19bp，净息差收窄 9bp，净利润

增速下降 3.33%。同时假设在极端场景下，若所有银行全部期限存款利率上浮到顶，则

2015年上市银行存贷利差将收窄 25bp，净息差收窄 19bp，净利润增速下降幅度则高达

9.88%。由此可见，上浮到顶与否对商业银行利润影响巨大。不过申万预计，在商业银

行行为日趋理性和市场化背景下，极端场景发生概率较小。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