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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扶持力度料加强  

下半年稳投资将着力抓落实 
【参考信息】 

 今年 3月以来，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额超过 7000 亿元，主

要集中在机场、铁路、城轨以及水利工程等。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少项目落

实得尚不到位。从前 5月投资增速来看，同比名义增长 11.4%，增速比 1-4 月份

回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8.1%，增速比 1-4 月份回落

2.3 个百分点。中信建投分析，这与节能环保压力大，地方政府面临财力约束和

融资困境等有关。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表示，投资项目落地并进而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发改委正展开稽察，加速推进项目落实。6月下旬，发

改委开始对全国重大水利工程开展专项稽察。稽察的项目范围包括重大农业节

水工程、重大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治理骨干工程、新建大型

灌区工程等，检查的重点是项目开工、建设进展、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等。 

 此外，发改委通报了 13 个省区未按计划开工项目，并要求抓紧解决项目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落实项目各项建设条件，限期开工建设；对不能按时开工的项目，

收回中央投资并按规定履行投资计划调整程序后，调整用于其他重点项目建设。 

 下半年，在积极财政政策发力、PPP 步入实操环节以及地方债置换、企业债政策

放宽等支持下，稳投资的资金扶持力度有望继续加强。 

 一些券商分析人士称，存贷比 75%“红线”规定的删除有利于金融机构信贷能力

的释放，3000 亿保险投资基金的设立将发挥长期资金对稳投资的作用，而盘活

存量财政资金有利于化碎为整，使财政政策更积极。 

 中金公司研究报告认为，盘活存量资金相当于在当年的财政预算之外额外增加

了政府的可支配资金，并且不会提升政府部门的负债率。4月末财政存款 3.5

万亿元，同比已经开始出现下降。在经济进入通缩的背景下，盘活存量资金可

以促进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其逆周期调节作用。 

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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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目前的问题是，宽松货币政策之下如何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银河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未来仍需通过多种途径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拉动实

体经济需求。包括保证基础货币供给；对政策支持项目加大再贷款力度，定向

补充长期资金带动需求；继续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扩大直接融资规

模。 

 张汉亚说，在经济“三驾马车”中，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我

国工业化、城镇化在快速推进，各地都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很多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投入还有很多欠账，投资空间还很大。 

 未来稳投资的储备政策相当丰富。除了已经明确的水利、中西部铁路等 7类重

大工程包，目前还在积极筹划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

城市轨道交通 4类新的工程包。除了这些工程包之外，还包括加快城镇棚户区、

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长江经济带等区

域建设相关的城市群建设等。 

 光大证券预计，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扩容以及企业债发行限制放松，未来基

建投资增速有望回升，但目前需求改善、投资企稳的基础仍不稳固，需要宽松

政策继续保驾护航。 

【分析点评】 

 在消费不振、出口疲软的情况下，投资便成为国内经济稳定的主要支柱。稳定

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都是现阶段需要顾及的重要目标。但在当前投资

领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府财力有限，项目开工进度缓慢，经济

下行风险加大，银行体系存在惜贷现象，实体经济疲软，资金不能流入实体领

域等等。下一步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既要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和

较低的资金价格，又要充分引导资金流入实体领域，化为具体的投资，才能实

现稳定经济增长和促进结构转型的双重目标。 

【参考链接】 

 资金扶持力度料加强 下半年稳投资将着力抓落实 

 

◆【徽商银行亮出 A+H 股上市意图 计划回归 A 股市场】 

信息精粹



 

 4

日前，安徽银监局批复同意徽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的请示。继 2013

年 11 月在香港 H股挂牌上市之后，今年 5月，徽商银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先后通过 A

股发行方案，并计划申请 A股上市。这也是首家上市城商行亮出 A+H 股上市的意图，哈

尔滨银行则在徽商银行之后公告拟回归 A股。 

数据显示，近 5年，徽商银行资产规模年均增长接近 26%。截至 2014 年末，该行资

产总额为 4827.64 亿元，较 2014 年初增长 26.34%，净利润同比增长 15.24%。较快的发

展速度带来了新的资本需求，截至 2014 年末，该行资本充足率 13.41%，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 11.50%。 

业内人士表示，新一轮银行 A股上市出现实质性进展，既受益于注册制的推进和 A

股 IPO 审核加快，也基于证监会 5月底发布的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发行上市指导所带来的

政策利好。 

而银行本身的上市需求则多基于资本补充、公司治理、提升知名度等需求，此外，

获得持续融资平台也是重要目的之一。徽商银行行长助理易丰就表示， A 股上市不仅为

徽商银行多提供一条融资渠道、补充资本，更重要的是搭建了完善的境内外融资平台。 

◆【芝麻信用签约北京银行 开启银行应用互联网征信先河】 

6 月 25 日，北京银行和芝麻信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为芝麻信用首家合作银行，

双方将开展信用信息查询和应用、产品研发、商业活动等多个方面的合作。此次合作开

启了商业银行应用互联网征信的先河，将为互联网征信大数据批量化应用于传统金融作

出有益探索。 

据悉，芝麻信用、北京银行将在取得用户授权、保证用户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开展

信用信息查询以及应用工作的合作；根据信用信息了解客户需求，开展客户行为分析，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开展产品研发合作，包括但不限于联名卡，以此提高客户

感受、提升双方品牌价值。 

专家分析认为，相比传统征信机构，芝麻征信有三大优势：大数据，除了信贷和公

共机构数据之外，还包括网络行为数据，日数据量 PB 级，相当于 5000 个国家图书馆信

息量；云计算，具有超强的计算能力，对海量数据分析形成自动用户评估系统、用户画

像信息档案、关系识别与评价等；场景结果匹配度高，涵盖上百种场景数据，账户匹配

度和用户识别覆盖度高，信用生态合作者更可提供后续反馈形成新的行为和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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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合作，也意味着芝麻信用从生活类场景应用拓展到银行等传统金融。信用好的

个人在享受更便捷的租房、租车、相亲、签证等服务的同时，也将在金融领域获得更多

的便利。芝麻信用和北京银行的合作，将提升银行客户的信用评估效率，帮助银行更好

地甄别客户，降低风险，有利于银行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快捷、便利的授信、现金分期等

金融服务。 

作为首批独立的第三方信用评估及管理机构，芝麻信用对海量信息数据进行综合处

理和评估，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电商交易数据、互联网金融数据、公安网等公共机构以

及合作伙伴数据等。通过大数据分析，从用户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

质、人脉关系五个维度对用户进行信用评估，得出信用评分—芝麻分，芝麻分越高，信

用度越高，信用授权就越多。现在，芝麻分 700 分以上的用户已经可以用“芝麻分”和

芝麻信用报告申请新加坡签证，不用再提交资产证明、在职证明或者户口本等复杂资料。 

◆【多家银行推可循环信贷产品 申请后可多次随借随还】 

近年来，银行针对客户的信贷需求，推出了可以一次申请多次借贷的“循环贷”产

品，受到不少有固定收入的消费者和企业家青睐。据悉，与个人消费贷款相比，“循环

贷”产品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如邮储银行、交通银行目前推出的“循环贷”，就是为客

户提供在一定期限内可循环使用的融资产品，客户通过申请，可以在银行拿到一定的核

定信贷额度。这个额度并不用立即使用，也不会立即计算利息。当需要消费或者资金应

急的时候，由于已经事前通过申请、审核，客户只需要在现成的额度内进行贷款，随用

随贷，不用每次用款都去办理贷款申请、审批等繁琐手续。 

相比起信用卡透支消费，“循环贷”产品一般额度也要高出许多。如交通银行推出

的个人循环贷款，授信额度最高 100 万元。 

很多银行也在“循环贷”产品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网络渠道的便利性，推出了“互

联网+”的可循环贷款产品，相比起以往的“循环贷”产品，这种新产品借贷还款都可

以通过网银实现。据中国银行中山分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该行便于近日推出了个人网络

循环贷款产品，客户可以通过登录中行网银发起用款；当需要还款时，也只需登录网银

操作，实现资金实时扣划，减少了客户重复往返柜台的不便，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循环

使用。同时，资金用途也较为广泛，可用于满足个人教育、旅游、装修、购物、婚庆等

全方位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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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循环贷”有一定的授信期限，并非一劳永逸。目前银行普遍提供数年整体

授信期限，如交通银行授信期限为 3年。在这个期限内可以无数次随借随还，但单次贷

款期限一般不能超过一年。而有些银行在“循环贷”的总体授信时间到期之后，还可以

继续申请延期。 

在担保方式上，部分银行的“循环贷”产品也更加灵活，如前面提到的中国银行的

个人网络循环贷款产品，客户便可综合选择抵押、质押、保证、信用方式，进行办理。 

另一方面，部分银行也通过发行实体 IC 卡的方式推“循环贷”产品，不仅提供了

更多借贷、还贷的渠道，同时安全性也有一定保障。如广发银行，针对企业家需要频繁、

短期的资金周转这一特点，推出了“生意人卡”产品。据介绍，这款“生意人卡”是 PBOC2.0

“芯片+磁条”双界面 IC 借记卡，资金安全性大大强于纯磁条借记卡。 

除了可以多次借贷、随借随还之外，“循环贷”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利率上的优惠。

由于可以提前还款，客户贷款后，在资金富余时可以随时提前还款减少利息。银行对于

提前还款部分，只按资金实际使用天数计收利息，不产生其他费用，对于未使用的贷款

额度也不会收取利息。 

而不同于其他“循环贷”的是，广发银行的“生意人卡”还融入了理财投资功能的

增值服务。银行会根据“生意人卡”账户内的存款情况及贷款情况，按照协议约定支付

相应的理财收益，也相当于给予了一定的贷款利率折扣。 

◆【央行重启逆回购 专家：近一两周仍是降准窗口】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人民银行于本周四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 7天，交易量为 350 亿元，中标利率为 2.70%。此前中国央行已连续 19 次暂停公

开市场操作。 

央行表示，开展逆回购操作适量投放短期流动性，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促进货币

市场平稳运行，并强调，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 

两个多月后逆回购意外重启，中标利率低至 2.7%，市场认为央行呵护资金面意图明

显。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显示，6月 25 日各品种利率集体上涨，14 天期、

1月期利率均涨超10个基点。隔夜利率1.3570%，上涨1.90个基点；7天期利率2.8840%，

上涨 7.60 个基点；14 天期利率 3.6000%，上涨 15.00 个基点；1月期利率 3.5710%，上

涨 12.50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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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市场本身已经不缺乏流动性。上周，市场传闻央行决定

不再续作部分中期借贷便利(MLF)，因为央行最近几月的货币宽松政策降低了贷款人的

借贷成本。市场人士指出，这并非央行主动而为，而是商业银行从自身出发，不愿持有

更多流动性。 

5 月经济数据也显示出较强的经济见底企稳的信号。央行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

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增加 322 亿元人民币，连续第二个月正增长，市场对其造成的流动

性缺口担忧有所缓解。 

汇丰(HSBC)驻香港经济学家王然表示，央行释放流动性意愿明显，但实体经济仍未

触底反弹。王然认为，为拉动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最近一两个星期仍是降准窗口时机，

或将再降准 50 基点至 18%。 

◆【网商银行开业：单笔贷款限额 500 万元】 

昨日，网商银行正式开业。据悉，网商银行目前的单笔贷款限额为 500 万元。马云

称网商银行和阿里小贷一样，都必须专注在小企业。 

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兼 CEO 彭蕾在开业仪式上表示，集团对网商银行的考核不是资

产规模，也不是利润率，而最看重网商银行服务的中企业客户数和个人客户人数。网商

银行的目标是五年服务一千万中小企业，数以亿计的消费者，看重的是客户忠诚度。 

网商银行行长俞盛法此前曾表示，网商银行的风控基础是蚂蚁小贷。目前一共有 300

多名员工，其中近一半都是 IT 团队，其次大的团队是数据部门有 80 人，这些与普通的

银行还是显出了区别。 

网商银行产品有两个特色，一是目标客户群体，主要是电商平台上的个人卖家和个

人创业者。其二就是很简单的纯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整个流程都是纯线上，随借

随还，方便灵活。 

俞盛法表示该产品的利率肯定比微粒贷要低。除了贷款之外，网商银行的产品还包

括支付结算、信用产品等。但是网商银行不会发信用卡和借记卡。 

网上银行的业务板块分为三个方面，小微企业，个人业务，农村金融。俞盛法表示，

农村金融部门主要是配合阿里巴巴集团的农村战略和村淘业务，瞄准了村民的消费金融

领域，为其解决融资问题，并为其提供低风险的理财服务。比如推荐蚂蚁金服的余额宝

和招财宝等低风险的产品给农民，但是不吸纳村民的存款。同时农村金融还跟其他金融

机构合作，比如说在农村网点众多的邮储银行、农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等。而网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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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比传统银行的优势在于互联网能更加便捷，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更能深入农村

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