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商小微贷款规模扩张

天猫商户凭信用分享46亿贷款

□

本报记者 张洁

日前，阿里金融宣布，小微

贷款产品———天猫信用贷款将

由“长三角”区域开放至全国，天

猫小微企业均可凭借其网上信

用分享总计

46

亿元的贷款 “蛋

糕”。 这是自淘宝网推出信用贷

款后，阿里巴巴再度推出信用贷

款产品，此次针对用户为天猫商

城卖家。

据阿里金融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12

年

3

月，阿里金融完

成小微贷款超过

270

万笔， 累计

放贷金额

190

亿元， 平均每笔贷

款约

7000

元。 自

2012

年后， 阿里

金融小额微贷平均每日完成贷

款超

8000

笔。

扩张网络贷款规模

本次阿里金融新开放地区新

增投放信贷为

29

亿元， 总的信贷

投放额度达

46

亿元。 全国开放后，

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

建、 山东等电商小微企业密集区

域为该贷款重点支持区域。同时，

阿里金融还对

2000

个天猫商家给

予重点支持， 这些商家可以获得

最高

1000

万元的信用贷款， 用于

解决流动资金需求。

阿里金融内部人士介绍，天

猫信用贷款去年首先在长三角区

域开放， 已经为超过

2000

家天猫

商户解决了资金需求问题。

阿里金融表示， 天猫信用贷

款支持申贷、获贷、支用乃至还贷

网上完成，贷款以日计息，可随借

随还；同时，贷款以申贷企业在天

猫上的店铺综合经营情况给予授

信，更看重企业的信用资质，不需

要任何担保和抵押。

业内人士认为， 天猫信用贷

款成为阿里金融小贷产品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包括服务

B2B

平台上小微企业的阿里信用

贷款，服务淘宝网、天猫网平台

上个体创业者、小微企业的订单

信用贷款，阿里金融已经搭建了

一个服务电商平台小微企业的

小微贷款产品方阵，亦由此打开

了解决国内小微企业融资困境

的窗口。

据了解，在天猫上大约有

5

万

多商户，这其中，很多都是依赖电

子商务平台发展起来的小微企

业。

2011

年，这些商户在天猫上实

现销售额超过

1000

亿元； 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包括天猫网、淘

宝网在内的电子商务平台共帮助

246.3

万人实现直接就业。

或成小微电商福音

“除了店铺的存货和用于经

营的电脑、员工，企业几乎没有任

何固定资产， 而辛辛苦苦在网上

积累起来的店铺信用在银行又得

不到认可， 想要贷款几乎成为妄

想。 ”一位电商小微企业主如此总

结他以往的贷款遭遇。

融资难、融资贵，是小微企

业头顶上两把不可忽视的 “尖

刀”。 目前，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主

要是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

公司以及民间借贷等四种途径。

对于偏重网络销售渠道的小微

企业而言，由于缺少厂房、设备

等资质，想要逾越传统贷款模式

中的担保、抵押等条件无疑更为

困难。

自

2007

年中国建设银行和阿

里巴巴首度携手推出企业信用度

贷款服务， 电子商务企业率先试

水网络融资服务。各家商业银行、

担保机构甚至是借贷网站相机投

入其中， 网络融资形式愈发呈现

多样化。

2010

年

6

月，中国首个专

门面向网商放贷的小额贷款公

司———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

司成立， 通过网络发展小型微贷

技术的阿里巴巴小额贷款业务，

目前已经为超过

10

万小微企业提

供信用贷款。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检测数据显示， 在

B2B

企业提供

的 网络融资市场 规模方面 ，

2007-2010

年网络融资总额分别

为

2000

万元、

14

亿元、

46

亿元、

140

亿元， 而

2011

年上半年网络

融资市场规模为

60

亿元，与去年

同期基本持平。

责编：熊勇宏 美编：苏振 电话：010－63070241� � E-mail:gsb001@zzb.com.cn

A10

产经新闻

2012年4月25日 星期三

Industries

安永：民营矿企并购将增多

安永最新报告指出，

2011

年，中国采矿和金属行业并购交

易额实现

14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

；交易数目

122

宗，与

2010

年

123

宗基本持平。 民营企业对外

投资活动增多，是中国采矿和金

属行业并购增长最重要的推动

因素。

按商品来分，黄金依然是中

国企业最受追捧的品种，

2011

年

完成交易额

28.92

亿美元； 其次

为煤炭，交易额为

20.36

亿美元。

分地区来看，澳大利亚是中国企

业并购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实现

交易额

29.03

亿美元， 其次分别

为南非、巴西、加拿大和蒙古。

由于生产商希望通过收购

获取矿业资产， 垂直整合趋势

将延续。 安永预计，未来半年至

一年内， 中国民营公司并购活

动有增多的趋势。 由于实力难

以与大型企业媲美， 民营企业

倾向选择组成联合体增强实力

共同实施并购， 或者独资完成

收购矿产资源之后再联合中国

其他的矿企共同进行开发。 此

外， 为了有效避免被收购矿产

资源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导致开发受阻， 民营矿企多会

联合基建公司共同进行开发，

以加快项目进展， 从而更快取

得投资收益。 （李香才）

终结升势

3月中轻景气指数创13个月新低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日前

发布的中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简

报显示，

2012

年

3

月中轻景气指

数为

99.76

， 与

2

月份相比大幅回

落

9.39

， 未能延续自去年

12

月份

开始的回升势头。

3

月份中轻景

气指数已经跌至连续

13

个月来

的最低点。

从分指标运行指数来看，

2012

年

3

月中轻产值景气指数为

100.15

，销售景气指数为

99.96

，出

口景气指数为

104.17

， 资产景气

指数为

102.21

， 利润景气指数为

95.26

。与

2

月相比，各项指数均有

大幅回落， 其中利润景气指数已

接近趋冷区间。（王锦）

海南今年旅游收入预计达370亿

24

日， 海南省副省长谭力在

2012

年海南全省旅游工作会议上

公开表示，

2012

年， 海南将实现全

省接待过夜国内外游客达到

336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以上；旅游总

收入

370

亿元，同比增长

15%

以上。

谭力表示，

2012

年， 海南旅

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将达到

7.5%

，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到

47%

，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将

达到

39%

。

海南省将加快旅游规划编制，

形成完备的规划体系， 实现土地、

岸线、港口、热带雨林等重要资源

与项目的最优配置， 并争取用

3

年

左右时间实现全省规划体系全覆

盖。（张洁）

今夏用电增速下降 电力缺口不减

未来或现硬缺电

□

本报记者 王荣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日前

预测，二季度国内最大电力缺口

可能在

1000-2000

万千瓦， 迎峰

度夏期间最大电力缺口可能在

3000

万千瓦左右，如遇大范围持

续炎热天气等不确定因素叠加，

最大缺口可能扩大到

4000

万千

瓦。 这意味着今年用电高峰时期

的电力缺口并不会因为电力需

求增速下降、电力企业盈利状况

好转而缩窄。

新装机不及用电增长

一季度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为

11655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8%

，增速比上年同期降低

5.9

个

百分点，比上年第四季度降低

4.3

个百分点。 电监会专家预计，随

着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

2012

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将放

缓至

8.5%

左右。 而中电联预测，

今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

5.13

万亿

千瓦时， 增速比

2011

年回落

2

个

百分点左右。

尽管用电需求增速下滑理

应减轻发电企业的压力，但中电

联预测，今夏中国仍将和去年一

样面临

3000－4000

万千瓦电力缺

口， 拉限电范围可能扩大，华

东、南方地区用电最为紧张，华

北、华中偏紧，东北和西北会有

富余。

为何用电增速下降而电力缺

口却不减？中电联的专家认为，这

主要是因为用电需求仍在增长，

更重要的是，新增有效装机有限。

一季度， 全国新增发电生产能力

924

万千瓦， 比上年同期减少

456

万千瓦。中电联预计，

2012

年全国

新增装机容量将比

2011

年减少

1000

万千瓦， 是

2006

年以来投产

最少的一年。

火电是我国发电主力， 一季

度新增装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火

电新增装机比上年同期减少

352

万千瓦 ； 火电投资同比下降

31.9%

，占电源投资的比重继续下

降至

19.5%

。

火电投资不断下降时， 清洁

能源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

水电、 核电、 风电同比分别增长

77.8%

、

11.9%

和

40.9%

。 但目前大

型水电项目的审批并不如预期，

此前能源局预计今年核准

2000

万

千瓦水电，但截至

4

月底，核准的

5

个水电项目只完成计划的

1/4

。 另

外，新核电项目的审批暂未放开，

风电、 光伏大规模并网仍存众多

问题。

上述中电联的专家指出，在

能源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火电投

资减少成为必然，但是由于今后

几年有效新增装机容量将减少，

因发电能力不足而造成的“硬缺

电”现象在所难免。

火电投资继续低迷

影响夏季电力供应的主要因

素是电煤供应和水电情况。 中电

联统计部主任薛静介绍， 去年大

面积缺电主因是煤价高涨， 火电

连年亏损使电企失去投资动力和

能力。

为理顺煤电倒挂矛盾，国家

发改委去年多次上调火电企业

的上网电价，并在

12

月份出台限

制煤价过快上涨的措施，火电企

业的业绩因此在今年一季度有

所改善。 但中电联指出，随着气

温升高以及工业生产平稳恢复，

用电需求的回升将推动电煤价

格回升。

事实上， 全国电煤市场价格

自去年

11

月份开始回落，到今年

2

月下旬已止跌趋稳，

3

月份以来又

持续稳步回升。

大唐集团董事长刘顺达指

出，去年虽然两次调电价，但真正

的煤电联动机制和电价的市场机

制并没有形成， 且电煤价格的控

制难度仍很大。他认为，电价调整

只是缓解今年的经营压力， 并没

有涉及对累计亏损的补偿， 部分

火电企业的生产经营形势仍然十

分严峻。

同时， 不能完成的减排压力

也将减少火电企业的出力。 中电

联指出，根据《火电厂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近

7

亿千瓦的煤电机

组需要在

2

年多的时间内完成除

尘、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的集中

改造， 势必造成现有电力供应能

力的明显减少。

两部委称唯冠拥有IPAD商标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

4

月

24

日表示：苹果公司和深圳

唯冠科技就

IPAD

商标所有权的

纠纷正在走司法程序。 根据我

国法律， 深圳唯冠科技目前仍

然是

iPad

商标的所有者。 同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

付双建也对此事作出回应，他

表示， 根据我国商标法的有关

规定 ， 目前深圳唯冠仍然是

IPAD

商标的合法注册人。

目前， 广东省高级法院正

在试图调解两家公司围绕

iPad

商标所有权产生的纠纷。 唯冠

科技代理律师马东晓表示，唯

冠科技一直都在试图与苹果公

司达成和解， 目前双方争执的

焦点是赔偿金额究竟应该是

多少。

业内人士指出，

IT

行业涉

及诸多专利、 商标等方面的保

护问题， 将成为知识产权保护

的重要“阵地”，深圳唯冠与苹

果公司商标之争， 启示着中国

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需要高度

重视。 （姚轩杰）

豪宅价格跳水

或引领楼市降价第二波

□

本报记者 林喆

近日，青岛中海一豪宅项目

宣布降价百万。 无独有偶，广州、

上海、深圳等地的豪宅项目也掀

起今年新一波的降价潮。 受此影

响，豪宅市场出现价跌量升的局

面。 加上有监测数据显示，二季

度，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公寓

豪宅和别墅入市量环比将大幅

增长。 因此，业内预计，二季度，

一线城市豪宅成交量将超过一

季度。

豪宅以价换量

“豪宅要么不降，要么大降。”

21

世纪不动产分析师指出。 青岛

中海紫御观邸

4

月

17

日起每套房

直接降价

100

万元。该楼盘原售价

多在每套

450

万元以上，“直降百

万” 相当于每平米降价

4000

元以

上，降幅超过

20%

。

同样是在

4

月，上海卢湾区豪

宅世博滨江精装项目 “华丽家族

汇景天地”， 目前最低价已跌破

3

万元

/

平方米。

2010

年

6

月该项目

开盘时， 每平方米售价曾高达

6.75

万元。 上海徐汇某滨江豪宅

项目，目前在原来

8

折的基础上再

打

75

折，累计降幅达

40%

。此前的

3

月份， 招商佘山珑原别墅打出

6

折的旗号，

30

套特价房原价

5

万

元，降至

3

万元。

广州、深圳的豪宅也毅然跳

水。

4

月中旬，广州星河湾盛荟

推出

19500

元

/

平方米的特价房，

这与过去该楼盘

24170

元

/

平方

米的成交均价相比 ， 已直降

5000

元。 保利天悦、君华天汇等

豪宅也采取不同名目的降价促

销手段。 深圳华侨城片区是豪

宅集中的区域，

3

月多个楼盘降

价幅度超过每平方米

5000

元，

最多降价近万元。 其中，首地容

御从开盘时的最高价每平方米

4.2

万元降至目前的每平方米

2.7

万元。 大户型豪宅水榭山别

墅也以

20%

的降价幅度推出特

价房。

业内人士指出，

3

月以来，各

地豪宅项目纷纷开始降价， 目前

虽然未形成燎原之势， 但不少豪

宅的降幅十分惊人。 从成交情况

看， 一线城市豪宅项目降价也取

得一定成效。以北京为例，亚豪机

构统计数据显示， 北京

76

个在售

的售价超过

4

万元的公寓豪宅项

目在

3

月共售出了

465

套， 销售面

积

7.5

万平米；环比

2

月，销售套数

激增

263.3%

，销售面积大幅上涨

264.9%

；同比

2011

年

3

月，销售套

数 、 面 积 分 别 上 涨

86.7%

和

97.4%

。 个别稀缺地段的豪宅开

盘即售罄。

二季度入市量激增

监测数据显示，进入二季度，

一线城市豪宅项目入市量环比将

大幅增长。以北京为例，二季度将

有紫御华府、京禧阁、凯德锦绣等

10

余个公寓豪宅项目计划入市，

另外还有中骏绿洲庄园、 碧海方

舟（国颂）、老莊等大面积顶级别

墅取得预售许可。 这些高端楼盘

多位于四、五环周边，计划售价普

遍在

5

万元以上。 从供应量看，二

季度预计入市的豪宅套数环比将

增加

70%

以上。

业内人士指出，部分豪宅项

目售价未变，但在产品投入方面

大幅增加，“这显然也是在变相

降价”。

如金力地产在京北开发的豪

宅项目———紫御华府， 该项目位

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畔，拟于

5

月

份入市，共

231

套房源，产品类型

为

330

平方米至

1200

平方米的大

户型，采用中国紫罗兰石材专供，

拥有

3.6

米层高、

22

米面宽及

40

平

方米私家阳光电梯花厅， 社区内

还打造了环百米、 落差十米的山

水巨石瀑布景观。

华北五省

寻求电影合作

□

本报记者 姚轩杰

日前，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华北五省区市电影发展合作

签约仪式” 在京举行， 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区市

的广电单位就电影发展合作共

同签署《电影发展合作协议》。

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局

长李春良表示，本次签订的合作

协议， 结合了五省区市实际情

况， 沟通了各地的地域特色，强

调优势互补，努力增强协议的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全面涵盖了电

影的创作、发行放映、人才培训、

业务交流、社会集团采购、广告

联合招商等多个方面和环节。

业内专家指出，在跨区域的

电影产业合作过程中，形成联合

的市场是最主要的。 目前，电影

产业内一直存在条块分割的问

题，各个电影院线大多是以单打

独斗的方式发展。通过区域连片

的合作， 让电影院不只形成院

线，还能形成网络，形成影院联

动效应。

分布式发电并网羁绊有望获政策解锁

相关上市公司将从中获益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从有

关渠道获悉，由国家能源局委托

有关部门起草的《分布式发电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分布

式发电并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有望于近期完成初稿的修

改，并上报国家能源局发布。

两办法明确鼓励各类法人以

及个人投资分布式发电， 提出要

按单位电量补贴分布式发电，并

就目前困扰分布式发电的并网问

题提出相关解决措施。 尽管业内

人士担忧办法今后的落实情况，

但分布式发电和并网政策的从无

到有， 无疑将给这一行业带来实

质的政策利好。

并网困境有望破局

现行的电力法规定， 只有拥

有电力管理部门颁发的 《供电许

可证》 的企业才能成为合法的供

电主体，除部分直供电试点外，电

厂必须将电全部卖给电网， 否则

便属非法行为。因此，严格意义上

讲， 我国分布式发电尚未取得合

法身份。

业内人士认为，《分布式发电

管理办法》和《分布式并网管理办

法》的出台，将从法律上解决分布

式发电的尴尬现状， 正式给予分

布式发电一个“名分”。

据了解，在《分布式发电管理

办法》初稿中，首次明确提出分布

式发电优先自发自用、 多余电力

上网、电网调剂余缺、双向计量电

量、净电量计算电费等原则。除此

之外， 该办法还鼓励具有法人资

格的发电投资商、电力用户、微电

网经营企业、 专业能源服务公司

和具备一定安装使用规模的个人

投资建设分布式发电。

除法律障碍外，目前困扰分

布式发电普及的最大难题便是

并网难。 据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副总工程师胡学浩介绍，分布

式发电的频繁启动会造成电网

瞬间负荷增大，电力公司为此需

要进行线路改造。 而从电力调

度角度来讲，电源点越多越不利

于调配。

在电网输配尚未分开的情

况下，分布式发电越多，意味着

电网卖电越少，分布式发电实际

是在抢电网的生意。 除此之外，

目前分布式发电主要燃料为天

然气，在天然气价格一路看涨的

情况下，电网收电成本较高。 鉴

于以上种种原因，处于垄断地位

的电网公司并不热衷于分布式

发电并网， 甚至会借用技术、规

范、标准等理由人为地拖延或者

不作为。

解决分布式发电并网的根本

途径在于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将

电网输电与配电拆开。 这一目标

短期来看难以实现， 因此中国能

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认为，制

定政策法规是化解分布式发电并

网困局的第一步， 是更为现实的

选择。

据了解，《分布式发电并网管

理办法》初稿中，将分布式发电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自发自用类，第

二类是余电上网类， 第三类是全

部上网类。 办法明确要求省级能

源主管部门对第一类分布式发电

要简化并网程序。

专家担心政策落实

针对即将定稿的两个管理办

法， 有业内人士建议应在诸如电

网强制收购、电网备用费、电价附

加基金等方面， 进一步做出更详

细的规定。

据了解，《分布式发电并网管

理办法》初稿规定，对符合要求的

分布式发电项目， 电网企业应在

规定时间内办理相关手续， 保证

项目及时并网。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市场所的高级工程师徐博担心，

上述规定实际并未对电网收购

分布式发电做出强制规定，尽管

办法中提出了省级主管部门要

建立分布式发电并网争议解决

机制，但以什么样机制解决，具

体如何操作？ 办法都未做具体

规定。 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当

中，仍难以避免电网以技术、安

全等理由消极对待分布式发电

并网。

由于分布式发电接入电网需

要进行线路改造， 因此电网会向

接入方收取一定的接入费。 为了

系统运行的安全稳定， 分布式发

电还需要电网预备后备电源，为

此需向电网缴纳一定数额的备用

容量费。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发达国家普遍制定了分布式电源

并网的收费标准， 但中国只有上

海市制定了分布式电源点接入费

与备用费的收取标准。

据业内人士介绍， 目前分布

式电源发电成本在

0.7

元左右，远

远高出一般的火电标杆电价。 再

加上不菲的接入费与备用费，大

多数分布式能源站只能选择离网

运行。

正在制定中的《初稿并网管

理办法》初稿中提到，第一类、第

二类分布式发电可比照企业自

备电厂， 向电网支付系统备用

费。 系统备用费应综合考虑用户

基本电费等因素，按合理补偿成

本原则确定，避免重复征收和漏

收， 具体水平由省有关部门负

责。 但具体如何确定，办法仍未

有明确规定。

一位长期从事余热发电的业

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征

求意见稿中还没有提及电价附加

基金如何免收费问题。

2010

年，发改委、电监会、能

源局曾联合发出通知强调，拥有

自备电厂的企业应交纳国家规

定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并由当

地电网企业负责代征上缴。 这些

税费名目繁多，大致有“三峡工

程建设基金”、“农网还贷资金”、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可再

生能源电价附加”、“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资金”等。

但目前在各地执行过程中，

发改委对于资源综合利用电站是

可以免收费的， 因此该人士建议

对分布式发电的属性给予明确。

该人士还担心，相关管理办

法缺少明确电网公司办理并网

工作的时间要求，可能会出现电

网公司故意拖延办理，造成项目

建设后没有办法发电的情况出

现。 “现在电网公司将并网批复

计划权利收到国家电网公司层

面， 极大地加大了办理并网的

难度。 ”

除此之外， 更多接受采访的

业内人士担心， 即便最终的公布

稿中将上述建议全部采纳， 但电

网方面能否贯彻仍存不确定性。

相关公司从中获益

尽管如此， 两个管理办法的

出台， 还是填补了分布式发电领

域的政策空白， 这肯定会给分布

式发电行业和相关公司带来实质

的政策性利好。

据了解，《分布式发电管理办

法》 初稿中包括的分布式发电方

式有：总装机容量

5

万千瓦及以下

的小水电站， 接入电网电压一般

在

35

千伏及以下的风能、 太阳能

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 除煤炭

直接燃烧以外的各种废弃物发

电、多种能源互补发电、资源综合

利用发电， 规模较小的分散性天

然气冷热电联供等。

涉及到的具体技术有： 与建

筑结合的用户侧太阳能光伏发电

技术、分散并网风电、太阳能发电

技术、风光储发电互补技术、余热

余压发电技术、 农林废弃物及垃

圾发电技术、 天然气煤层发电多

联供技术、 配电侧智能电网技术

以及小水电发功用一体技术等。

今后， 随着分布式发电并网

问题的解决， 天然气发电三联供

技术或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将在

建筑节能领域更易普及， 这将利

好以建筑节能为主的合同能源管

理公司，例如泰豪科技。

分布式发电开启的另一个广

阔市场是余热利用。通过对水泥、

玻璃、 钢铁等行业的余热收集后

发电上网、 以此分享节省电费收

益的相关公司， 随着并网问题的

解决， 将极大增加该类公司的电

费收入， 最典型的是即将登陆创

业板以

EMC

为主要模式的天壕节

能。 而以

EPC

为主要模式的易世

达，无疑也将从中获益。

而随着项目运营类公司业

务量的增加，提供分布式发电利

用设备的相关上市公司，诸如双

良节能和杭锅股份，也将在上游

市场获得更多订单。 杭锅股份主

要产品为各类余热锅炉、工业锅

炉、电站锅炉、核电设备和电站

辅机。 双良节能则从事空调机组

制造，是天然气分布式发电三联

供制冷、制热机组的设备提供商

之一。

徐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目前困扰国内分布式发电的问

题之一是，大量进口设备造成发

电成本过高。 此次办法的征求

意见稿中提到，国家拟采用单位

发电量的方式补贴分布式发电，

补贴资金上限将通过竞争方式

确定。 他认为，通过竞价上网，

将引导项目运营方更多采用造

价较低的国产设备，这有利于提

升国内分布式发电设备的市场

占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