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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流动性维持平稳宽裕可期

理财公司鱼龙混杂
民间“
草台” 机构风险重重

分析人士认为，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外汇市场波动趋缓，进一步减轻潜在风
险，四季度流动性维持平稳宽裕可期，但也难回到年中4、5月份的宽裕状态，对
局部风险需保持警惕。

民间金融公司来势凶猛，其中相当部分“草台” 机构带有庞氏集资特征。专
家认为，理财乱象带来的风险值得警惕，金融监管需要进一步完善。

A03

A05

国务院促农村电商和快递业发展
未来五年农村宽带建设总投入超1400亿元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14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完善农村及偏
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缩
小城乡数字鸿沟； 部署加快发展农村电
商，通过壮大新业态促消费惠民生；确定
促进快递业发展的措施， 培育现代服务
业新增长点。
会议指出，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发展
巨大潜力所在。 改革创新电信普遍服务补
偿机制， 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建设，
是补上公共产品和服务“短板” 、带动有
效投资、 促进城乡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会议决定，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引导地方
强化政策和资金支持， 鼓励基础电信、广
电企业和民间资本通过竞争性招标等公
平参与农村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同时探
索PPP、委托运营等市场化方式调动各类

主体参与积极性，力争到2020年实现约5
万个未通宽带行政村通宽带、3000多万
农村家庭宽带升级，使宽带覆盖98%的行
政村，并逐步实现无线宽带覆盖，预计总
投入超过1400亿元。 会议要求，要强化考
核验收和督查，对未通过验收的，扣减或
取消财政补贴并予以通报。 宽带建设运行
情况要接受社会监督。 用信息技术促进农
村偏远困难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会议认为， 通过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农村电商发
展，把实体店与电商有机结合，使实体经
济与互联网产生叠加效应， 有利于促消
费、扩内需，推动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农
民增收。 为此，一要扩大电商在农业农村
的应用。 鼓励社会资本、供销社等各类主
体建设涉农电商平台，拓宽农产品、民俗
产品、乡村旅游等市场，在促进工业品下
乡的同时为农产品进城拓展更大空间。

优先在革命老区、 贫困地区开展电商进
农村综合示范，增加就业和增收渠道，推
动扶贫开发。 二要改善农村电商发展环
境。 完善交通、信息、产地集配、冷链等相
关设施， 鼓励农村商贸企业建设配送中
心，发展第三方配送等，提高流通效率。
三要营造良好网络消费环境， 严打网上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 大力培
养农村电商人才， 鼓励通过网络创业就
业。 四要加大农村电商政策扶持。 对符合
条件的给予担保贷款及贴息。 鼓励金融
机构创新网上支付、供应链贷款等产品，
简化小额短期贷款手续， 加大对电商创
业的信贷支持。 让亿万农民通过“
触网”
走上“双创” 新舞台。
会议指出，加快发展快递业，可以便
利群众生活、降低流通成本、服务创业创
新， 对于扩大内需和就业、 促进结构优
化、 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具有重要意

义。 会议确定，一是向各类资本进一步开
放国内快递市场， 支持快递企业兼并重
组、做优做强。 二是简化快递业务经营许
可和进出境快件通关手续， 探索快递企
业工商登记“一照多址” 。 三是推进“互
联网＋快递” ，引导快递企业与电商深度
合作，服务农业订单生产、工业个性化定
制等新模式，发展便民利商新业态。 支持
上
开展代收货款等业务。四是实施快递“
车上船上机” 链接工程，给予快递专用车
辆城市通行和作业便利。 完善农村、西部
地区快递服务网， 构建覆盖国内外的快
件寄递体系。 加强寄递安全和服务质量
监管，打造“
放心快递” 。 五是加大财税、
金融、用地等政策支持。 中央预算内投资
重点支持农村和西部地区公益性、 基础
性快递设施建设。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抵
押贷款、融资租赁等业务，拓宽企业融资
渠道。 使快递业搭上发展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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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光：
国企改革进入攻坚和政策落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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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前三季整体业绩实现增长
A09 市场新闻

震荡格局暗喻行情未完待续

CPI涨幅收窄 货币宽松有空间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
上涨1.6%，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 1至9
月平均，CPI上涨1.4%。 9月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PPI）环比下降0.4%，同比下
降5.9%。 1-9月平均，PPI同比下降5.0%。
分析人士表示，9月CPI同比涨幅低
于预期，PPI同比降幅基本符合预期。 当
前通缩压力加大，宽松势在必行。
对于下阶段物价走势， 中金固定收

益研究报告认为，10月猪肉零售加快调
整，蔬菜价格大幅下降，鲜果价格继续弱
势，CPI同比增速或降至1.4%附近。同时，
10月主要工业品价格环比依然疲软，去
年低基数仅能对同比形成微弱支撑，工
业品通缩形势依然严峻。
民生证券宏观研究院研究员朱振
鑫、张德礼认为，四季度“猪周期” 将弱
化，但未完全消失，猪价进入盘整期。 近
期猪价有所回调， 但同去年四季度一样
持续暴跌的概率不大。 从供给端看，本轮
猪价上涨中补栏反应滞后，生猪存栏7月

才开始增加，根据生物周期，到12月才能
形成大批生猪供给， 短期供给压力依然
存在。 从需求端看，一是四季度经济或在
持续稳增长的支持下逐步企稳， 二是消
费趋于企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触底反弹；三是四季度为猪肉消费旺季，
猪肉需求较二三季度更强。
短期来看，房地产投资继续疲软，内
需不足背景下通胀将保持弱势。 后期需
要关注企业和政府部门将压力转移回到
居民部门，导致失业上升，收入下滑，消
费放缓和物价通缩的风险。

民生证券认为，PPI同比持续43个月
为负，CPI涨幅放缓，通缩矛盾再度凸显。
从外部看， 汇率在央行维稳之下逐步企
稳，贬值造成的资本外流压力缓解，为宽
松创造了条件。 四季度降息、降准是大概
率事件。 目前的核心仍是宽信用，而不是
宽货币（资金面并不紧张，此前被误读为
QE的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其实也是为
了提升银行放贷意愿）。 由此推断，降息
可能来得比降准更快， 但如果资金面因
汇率波动、信贷放量、股市放量等因素出
现紧张，降准也会择机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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