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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分析： 

 国企利润增四成 实体复苏仍待观察 

信息精粹： 

◆【银监会：2017年 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 230万亿，增长 14.6%】 

◆【二线楼市调控又加码 杭州厦门加入“认房又认贷”行列】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突破 1300 点关口，创逾两年新高】 

◆【江苏银行直销银行支持全天视频认证】 

◆【上市十年 兴业银行资产托管规模达 9.44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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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利润增四成 实体复苏仍待观察 
【参考信息】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两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40.3%；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大涨 31.5%。对此，万博新经济研究院新供给经济学研

究中心主任刘哲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利润大幅增长主要因为去产能带来的价格上

涨和补库存周期带来产量提升，预计短期内利润仍会继续改善。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解读数据时也表示，应当看到，1~2 月份工业利润出现较快

增长，较多地依靠煤炭、钢材和原油等价格的快速上涨。虽然煤炭、钢铁和石油开

采等行业利润增长较快，但仍属于恢复性增长。 

 进入 3 月以来，受供应紧张以及下游需求好转影响，动力煤产地和港口煤价格持续

上调，煤价出现小幅攀升。最新一期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环渤海地区发热量

5500 大卡动力煤的综合平均价格，BSPI)报收于 606 元/吨，环比上行 7 元/吨，已

经连续第四期上涨，累计上行 19元/吨。 

 不仅如此，国内钢材的实际需求也在稳定增长。今年以来中国钢材库存消化能力明

显高于往年，库存峰值后第三周的库存减量为 138 万吨，高出 2015 年、2016 年同

期消化量的近 1 倍。尽管目前钢材库存量高出前两年，但仍处于历史偏低水平。这

就表明，今年以来所增产的钢材量，基本上都进入了消费层面，也促进了实际消费

水平的提高。 

 价格不可能一直往上涨，如何稳定利润是摆在煤炭钢铁企业面前的重要问题。部分

安全、环保存在问题的煤矿停产，供应有所减少，加之全国电力需求逆势增长，煤

炭短期内供应偏紧，导致煤价有所上升。但随着清洁能源开始发力，停产煤矿逐渐

复工，进入消费淡季后，市场会推动煤价下行。 

 钢铁行业也存在同样问题。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认为，虽然 1~2 月份钢材

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但 3 月份已经有所回落，从目前市场运行来看，钢铁行业需求

启动，但由于 1~2 月份价格涨幅太大，3 月份在需求承接不畅下震荡下行，下游需

求释放不明显，使得价格持续疲软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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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行业能否延续今年的良好开端则与去产能的完成情况密不可分。发改委、工信

部等多部委 27日在京召开钢铁去产能工作会议，提出今年钢铁去产能要把握好“三

条线”：第一条线是“底线”，确保完成 5000 万吨左右的去产能任务；第二条线是“红

线”，要彻底取缔“地条钢”；第三条线是“上线”，要密切关注钢材市场价格，防止

市场出现大起大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从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及

房地产投资走势看，中国增速换挡的一些周期性因素，比如城镇化、房地产的长周

期调整正从谷底走出来。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企稳回升的阶段。未来，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进一步显现，包括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以及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会进一步加强。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企业利润大幅增长似乎与实体经济复

苏关系不大，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从去年年初开始触底反弹一路上行，并

带动工业企业盈利出现改善，但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似乎依然不温不火。具体来看，

钢铁价格指数从去年初触底反弹后几乎翻了一倍，同期粗钢日均产量并没发生明显

变化，特别是作为去产能重点的非重点钢企表现得尤为明显。 

 国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边泉水也表示，需要警惕的是，在货币环境收紧的预期下，

下游需求持续疲弱的影响，补库存可能会在年中见顶，而下游需求不足叠加库存周

期见顶回落，那时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将要承受更大考验。 

【分析点评】 

 虽然 1-2 月国企利润增长较快，但利润回升主要集中在上游行业，中下游行业的利

润回升并不明显，不少还出现下降，民营企业的获利情况也不够理想。总体来看，

企业利润及其他各类指标都在逐步改善，但是中国经济是否复苏仍待观察，如果结

构调整能够取得实效，将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链接】 

 国企利润增四成 实体复苏仍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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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2017 年 2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 230 万亿，增长 14.6%】 
中国银监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2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

229991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6%；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负债 2122572 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14.7%。而 2016 年 2 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 200.7159 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7.5%。总负债为 184.9770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0%。2017年 2

月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及总负债同比增速较上年度有所放缓。 

具体来看，截至 2 月末，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 83.10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

比例为 36.1%，同比增长 10.1%；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 43.12 万亿元，占银行业金

融机构比例为 18.7%，同比增长 14.6%；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 28.90 万亿元，占银行

业金融机构比例为 12.6%，同比增长 24.1%；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31.19 万亿元，占

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 13.6%，同比增长 15.5%。 

◆【二线楼市调控又加码 杭州厦门加入“认房又认贷”行列】 
28日晚间，杭州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住房限购及销售监

管措施的通知》指出，自 2017年 3月 29日起，进一步完善杭州住房限购及销售监管措

施，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相关政策措施。在贷款方面，对于已拥有一套住房，或无住房

但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居民家庭，申请商业性住房贷款、公积金贷款均执行二套房信贷政

策，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60%，公积金贷款利率按同期住房公积金贷款基准利率 1.1 倍执

行。 

同日，厦门发布房地产调控新政，执行“认房又认贷”政策，对无法提供购房之日

前四年内在本市逐月连续缴纳三年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

家庭，暂停向其销售 180 平方米及以下商品住房。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突破 1300 点关口，创逾两年新高】 

波罗的海贸易海运交易所干散货运价指数周二续升，触及逾两年新高，受大型铁矿

石船舶需求旺盛推动。整体干散货运价指数收高 51 点，或 4%，报 1,333 点，为 2014

年 11月 11日以来最高。该指数衡量的是铁矿石、水泥、谷物、煤炭和化肥等资源的运

输费用。 

信息精粹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7-03-28/doc-ifycsukm3922426.s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5,20170329724435983.html
http://news.mysteel.com/17/0329/08/B84B3EC779E356C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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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随着工厂逐渐复工，基建投入加大，进出口需求呈现持续高增长的局面。今

年 1至 2月，我国进口铁矿砂 1.75亿吨，增加 12.6%，进口均价 532.1元/吨，上涨 83.7%；

原油 6578 万吨，增长 12.5%，进口均价为 2673.6 元/吨，上涨 60.5%；煤 4261 万吨，

增加 48.5%，进口均价为 640.7元/吨，上涨 1.1 倍。干散进口需求的改善使得运价攀升

有了支撑。 

另一方面，运力过剩的状况不断改善。由于航运业不景气，2016年新船订单处于历

史低位，很多订单被延期交付或取消。随着拆船补贴政策的即将到期，拆船量节节攀升。

新船下水量减少、旧船拆解增加，这使得困扰航运业许久的运力过剩问题得以缓解。 

◆【江苏银行直销银行支持全天视频认证】 
江苏银行直销银行为提升客户体验，优化视频认证能力，积极与业内顶尖服务商合

作，将视频认证服务从日间拓展为全天（7*24 小时）。 

截至 2016 年底，江苏银行直销银行客户数已突破 300 万，资产突破 200 亿。江苏

银行直销银行自上线以来，聚焦科技创新，推出了基于人脸识别的视频认证，为客户提

供便捷而安全的身份认证服务。该服务的推出解决了客户远程身份认证的问题，减少客

户频繁在网点排队的困扰。此次将服务时间从日间拓展到全天（7*24 小时），进一步提

升视频认证能力，体现了江苏银行在科技创新服务客户方面的不断追求。 

◆【上市十年 兴业银行资产托管规模达 9.44 万亿元】 

3 月 28 日，兴业银行在银监会召开上市十周年新闻发布会。兴业银行 2007 年 2 月

5 日上市，十年来以打造“百年蓝筹”为目标，业务稳步增长，在有力服务实体经济的

同时，也为投资者创造了优良回报。十年间，机构数增长 5倍，现在已经基本实现各省

市的覆盖；进入信托、租赁、基金、期货、资产管理、消费金融等领域，成为以银行为

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总资产从 2007年初的 6177亿元增加到去年 9月末的 58169亿元，

年复合增长 26%；同期资本净额也从 288亿元增加到 4507亿元，年复合增长 33%；年实

现净利润从 2006年的 38亿元增加到 2015年的 502亿元，年复合增长 33%。兴业银行行

长陶以平指出，兴业银行能在并不具备明显“先天”优势的情况下取得跨越发展，并持

续跑赢大市，首先归功于良好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过去这十年，我国 GDP年复合增长

13%，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金融改革稳步推进，激发了市场活力，

也为金融企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 

 

http://bank.jrj.com.cn/2017/03/281121222362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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