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库存亟待

供给侧改革支撑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冯俊日前表示，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并不是绝对过剩， 而是处

在总量不足、 局部过剩的状态， 仍属于相对过

剩。 下一步亟待通过供给侧改革等手段给予支

撑，推动去库存实现。

冯俊表示，宏观经济不景气，房地产业对经

济增长预期不准确以及供应商品本身存在的硬

伤，都是导致库存不断积压的主要原因。当前有

两个领域的去库存压力比较集中， 一个是办公

楼、商业营业用房领域，另一个是三四线城市。

但冯俊同时表示， 房地产行业实际是处在

总量不足但局部过剩的状态， 仍属于相对过剩

而非绝对，主要是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解决

的关键是调整供应结构，刺激需求，改善供应。

“由于不可移动和可代替性相对较弱，房

地产业的去库存要难于其他商品。 ” 他说，当前

去库存的关键是推进供给侧改革， 不是简单减

少供应，而是主动适应需求，在技术进步、产品

创新的基础上创造需求。

他建议，推进制度变革与完善，降低房地产业

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要素流动效率。可适当提高

土地供给效率，降低资源供给成本。企业层面关键

是要提高创新能力，适当改善住房功能，针对特定

人群提供产品，发展养老地产创造新需求。 此外，

还要规模化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鼓励开发企业将

部分房源由售转租，在个人之外建立租赁机构、社

会组织、开发企业和个人为一体的综合租赁体系。

多手段合力推动去库存。（毛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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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基础设施建设成普惠金融“拦路虎”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国务院日前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

(2016-2020年)》，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普惠金

融的实施战略。 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17日在

2015-2016年度微金融50人论坛年会上表示，

中国的普惠金融、 小微金融正迎来 “黄金时

代” ， 但相关各方需要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多方协调，创新监管方式。

普惠金融的“黄金时代”

互联网金融具有低成本、可共享、效率高等

优点，基于互联网来推动普惠金融、小微金融发

展，无疑是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杜晓山认

为，发挥直接金融融资、保险及互联网金融对发

展小微金融服务具有重要作用。 互联网金融鼓

励互联网企业开展包括支付、结算、信息平台、

网贷以及其他类型互联网金融服务模式的金融

活动，农信社也在积极尝试互联网渠道，目前电

子渠道交易替代率超过51%， 争取2017年突破

90%。“这说明，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普惠金融、

农村金融非常快。 ”

齐商银行以“数据化”为动力，布局互联网

金融，取得积极成果。 据该行行长赵晓东介绍，

由齐商银行打造的“齐乐融融E平台” 是国内首

个致力于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产业提供金融服务

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针对小微企业的“在线供

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则通过与核心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将传统线下供应链模式移到线上操作，

利用互联网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 为企业量身

提供融资服务。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末，齐商

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87.1亿元，占全部

贷款的66.4%， 较年初增长44.7亿元， 增幅为

18.4%，高出全部贷款增速3.44个百分点；小微

贷款户数7,627户，较年初增加1,050户；小微

贷款获贷率达到99.26%。

相关基建设施待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与会专家和业内人

士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基于互联网发展

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亟待

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众筹金融研

究院院长杨东直言，“互联网金融改变金融首

先是改变基础设施，包括支付宝、移动支付、大

数据、征信、电子证据等，这些都是新金融当中

必要的新的基础设施。 ”

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公司市场发展部总监

张大威也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他说，不管形式如何，降低成本、管理风险才是

互联网金融、 微型金融机构等可持续发展的根

源所在。发展普惠金融、小微金融最终要的前提

是需要在技术、大数据、供应链等方面拥有自己

的独特优势，否则，和传统的民间金融和地下金

融有什么区别呢？

“基于互联网发展普惠金融、小微金融，也

需要警惕风险。 ”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创业学

院院长洪大用提醒， 一旦互联网金融领域出现

大的风险， 波及面非常大， 社会影响也会非常

广，法治建设因此尤为重要。“微金融” 时代，对

互联网金融、 众筹一定要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规

范，规避风险，让所有参与众筹的投资者获得切

实的财产性收入。

网络借贷将成央行互联网金融统计监测重点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近

日表示，符合要求的互联网金融统计将纳入金

融业综合统计范畴，其中网络借贷将成为统计

监测的重点。

盛松成近日召开的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上

表示，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兴业态，具有创新速

度快、机构数量变化大、风险易发等特点。 互联网

金融统计主要统计从业机构的业务开展情况，识

别、发现微观风险和行业风险，并进行风险预警。

去年７月，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出台的《关

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规定，“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组建中国互联

网金融协会”“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建

立和完善互联网金融数据统计监测体系” 。

盛松成表示， 互联网金融统计可以全面、

准确、及时反映互联网金融运行状况，监测和

预警互联网金融风险， 支持互联网金融健康、

平稳发展。 在条件成熟时，符合要求的互联网

金融统计可纳入金融业综合统计范畴，并可作

为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修订基础。

记者了解到，目前人民银行已设计了一整套

互联网金融统计框架和统计方法，统计内容广泛

涵盖了互联网金融的从业机构和参与对象。

“互联网金融统计监测的重点是风险较

大的网络借贷。 ”盛松成透露，“我们不仅统计

资金出借方情况， 还统计资金借款方情况；不

仅监测交易总量，还监测交易明细，同时还监

测平台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 ”

据介绍，人民银行还将与中国互联网金融

协会合作，重点统计网络借贷平台借贷的利率

情况、期限情况、逾期和违约情况、贷款集中度

情况、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情况等与风险关联

度较高的指标。（吴雨 刘铮）

2015年末银行小微贷款余额超23万亿元

从中国银监会获悉，截至

２０１５

年末，全

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２３．４６

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

２３．９０％

。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户数

１３２２．６

万户，较上年同期多

１７８

万户。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银监会坚

持正向激励的监管导向， 创新差异化监管政

策，激发银行业服务小微的内生动力，提升小

微企业贷款覆盖率和申贷获得率， 着力改善

“融资难”问题；通过加强存贷款定价管理、清

理收费项目、缩短融资链条、提高贷款审批和

发放效率等措施，降低融资成本，着力缓解“融

资贵”问题。

据银监会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末，全

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

２６．０４

万亿

元 ， 比年初增加

２．５７

万亿元 ， 同比增长

１１．９％

。 全国共培育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

试点

４０

个。 （姜琳 李延霞）

肖钢：改革开放 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

（上接A01版）启动深港通，完善沪港通，

研究沪伦通。推进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吸

引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QFII、RQFII、沪港通和

自由贸易账户等多种渠道参与交易所债券市

场。 推动港资、澳资机构在境内设立合资证券、

基金经营机构。 支持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境

外子公司的发展。 深入推进内地与香港基金互

认，稳步推进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注册。 做好跨

境监管交流与合作。

强化监管本位

对于强化监管本位，防范市场风险，肖钢表

示，一是健全制度，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继续推动健全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适应

市场情况，及时填补制度漏洞，提高制度有效性。

规范杠杆融资。 进一步完善证券公司融资融

券业务逆周期调节机制，合理控制业务规模，促进

融资和融券业务均衡发展。依法管理、严格限制杠

杆比例过高的股票融资类结构化产品， 禁止证券

基金期货经营机构为民间配资提供资金和便利。

严格程序化交易管理。 细化证券公司、期货

公司为经纪客户提供程序化交易系统接入的规

定，完善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在自营、资管、

公募基金管理中采用程序化交易的监管要求，

维护公平交易环境。

强化期货市场交易管理。 制定实控关系账

户管理细则和异常交易监管规则， 研究完善认

定标准及自律监管措施。 规范发展股指期货市

场交易， 合理控制交易持仓比例和期现成交比

例，有效抑制过度投机。

加强跨市场联动交易管理。建立期货与现货、

场内与场外、 公募与私募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统

一账户体系， 实现跨市场交易行为的统一识别和

监控。加强对资本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之间、境内

外资本市场之间“共振”影响的评估研判。

促进资产管理业务规范发展。整合完善证券

基金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统一

业务规则，明确监管标准。 制定出台统一的证券

基金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自律规则，强化

对资管产品备案、风险监测的自律管理。

二是从严监管，强化制度规则执行。 要把监

管制度规则立起来、严起来，切实做到法规制度

执行不漏项、不放松、不走样。 加强对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和开户审查的监管，确保客户身份信息的

真实性。建立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规则体

系，推进简明化、差异化、分行业信息披露。 认真

落实多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

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和

《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

三是强化一线监管，提高监管有效性。

强化交易所、中国结算、期货市场监控中心

的市场交易行为监察监控，落实违法违规行为的

发现责任。

加强对公募基金流动性监管， 进一步完善

监管规则， 建立公募基金流动性风险综合防控

机制。 对私募基金等“类金融机构” 在“新三

板” 挂牌和融资活动，要深入研究并加强监管。

加大对利用“举牌” 搞利益输送、老鼠仓等违法

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加强对会计师和律师事

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中介机构的监

督检查，督促其提高执业质量。

四是强化风险防范，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建立健全债券市场风险防控体系、监测指标体

系、债券台账和报告制度。 加强债券回购风险管理，

明确结算参与人责任，控制投资主体杠杆倍数，引入

和完善债券估值，加强质押券折扣率动态管理。推动

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信用违约处置机制。

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规范互联网

股权融资活动，摸底排查风险隐患，严厉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妥善处理风险案件。 规范私募投资

基金运作，组织力量排查以私募基金名义搞非法

集资、利益输送等问题和风险，及时查处纠正。

继续做好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重

点配合有关方面做好清理整顿和风险处置工

作。 抓好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措施落实。

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五是加强投资者保护工作。 研究出台证券

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 发挥投资者保护

局和投保基金公司、投资者服务中心的“一体两

翼”机制作用，动员市场主体与监管部门共同做

好投资者保护工作。 创新投资者保护和服务方

式，运用市场化手段，开展持股行权试点。

六是加快监管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监管保障。

2016年是中央监管信息平台建设的攻坚年， 要持

续推进监管业务需求数据集中统一到中央数据

库。启动中央监控系统建设。强化信息采集和分析

研判。 做好证监会权力和责任清单编制试点。

基金互认起步平稳 “北上”“南下” 热度待提升

□

据新华社电

作为跨境双向投资的新途径，“开闸”已近

一个月的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起步总体平稳。

在近期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

Ａ

股弱势调整的

背景下，互认基金“北上”“南下”的热度都有待

提升。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

会注册共计

７

只互认基金，为内地与香港基金互

认击响“发令枪”。“开闸”近一个月来，互认基金

不断扩容，其中部分产品已成功开售。

作为首批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注册的三

只香港互认基金中唯一的债券型产品，摩根亚

洲总收益债券基金

１１

日起由上投摩根基金公

司代理， 面向内地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公开发

售。 来自相关渠道的信息显示，目前这只基金

销售情况良好，

１１

家参与发售机构中绝大多数

已开始“出量”。

业界分析认为，互认基金受到关注，折射出

内地投资者对亚洲债市投资前景的看好。 摩根

亚洲总收益债券基金经理张冠邦表示， 最近十

年亚洲债市增长迅速， 可以为内地投资者多元

配置资产提供较好的选择。

在此之前，另一只“北上”互认基金行健宏

扬中国基金也已于年初通过基金互认服务平台

在内地市场开售。

首批获得香港证监会注册的四只内地基金

产品中，华夏、汇丰晋信和广发旗下的三只互认

基金则在上年末抢先登陆香港市场销售。

从总体情况看，互认基金“北上”“南下”

的热度都有待提升。此间基金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岁末年初人民币汇率一度持续下行，本土

投资者对海外资产配置需求有所升温，但对于

较为陌生的香港互认基金仍存观望心态。 另一

方面， 进入

２０１６

年以来

Ａ

股市场持续深幅调

整，对全部为权益类产品的“南下”基金形成

拖累。

尽管如此， 参与各方对基金互认的前景仍

普遍抱以乐观预期。 汇丰中国副行长兼零售银

行及财富管理业务总监李峰表示， 内地投资者

的财富管理需求已经开启国际化资产配置时

代， 这一趋势将随着内地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

放而成为常态。

“作为全新的海外投资渠道，‘北上’基金在

投资标的与市场、涵盖资产类别、申赎效率等方

面具有优势，将与现有

ＱＤＩＩ

基金互为补充，丰富

内地投资者国际化资产配置的选择。 ”李峰说。

而在此间基金业界看来，“南下” 基金大多

长期业绩稳定， 且均来自于投资实力较强的内

地基金公司。未来随着

Ａ

股逐步企稳并显现投资

价值， 内地互认基金有望获得更多香港机构投

资者青睐。

并购重组进入

“质的提升”阶段

多位业内人士近日在2016全球并购管理

高峰论坛上表示，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并购市场

上重要的一极。 未来中国企业并购将由“量的

扩张” 进入到“质的提升”阶段。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会长姚峰表示，

2016年将是并购重组年，上市公司将是并购重

组的生力军和主力军。 从数据统计来看，2015

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6456单， 金额达到30583

亿元，同比增长17.8%。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刘文炳表示，“十三

五” 时期将迎来新一轮企业并购浪潮。随着《证

券法》修订通过，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审批有

望全部取消。此外，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开展

并购提供了良好环境， 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企

业融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十三五” 时期并

购将呈现四大特点： 一是强强联合式的并购重

组持续推进；二是去产能式的并购将有所上升；

三是产业升级式的并购将继续加快； 四是海外

并购依然活跃。

谈及并购行业趋势， 国际并购整合联盟中

国总裁於平认为，随着改革创新的深入，资本追

逐有持续高增长潜力产业的兴趣渐浓。近几年，

生物医药、 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并购数量占比较

高， 预计未来并购热点还会集中在那些符合

“十三五” 政策导向的新兴行业领域。 此外，新

三板市场的快速发展给国内的并购基金提供了

一个非常有利的投资环境， 有望将投资并购推

向一个新的高潮。（倪铭娅）

A股流通市值

一周减少近9%

来自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

１５

日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沪深股市流通市

值报

３３８８９２

亿元，较前个周末（

８

日）减少

８.９３％

。

同期，沪深股市总市值报

４２７３９０

亿元，一周

减少

８.９２％

。 两市股票平均价格为

９.９１

元。

截至

１５

日，沪市流通市值报

２１０６５４

亿元，总

市值报

２４２５６２

亿元。 深市流通市值报

１２８２３８

亿

元，总市值报

１８４８２８

亿元。

目前， 沪市拥有上市公司

１０８１

家， 总股本

３０２６２

亿股，流通股本

２７４９８

亿股，平均市盈率为

１４.５４

倍。 深市拥有上市公司

１７４７

家，平均市盈

率为

４１.３８

倍。

上周，

Ａ

股在外盘股市集体走弱、宏观数据

表现不佳等多重利空因素共振下大幅下挫，此

后总体呈现弱势震荡格局， 沪深股指分别失守

３０００

点和万点整数位， 市场心态趋于谨慎则导

致两市成交在低位徘徊。

全周上证综指收报

２９００.９７

点， 周跌幅达

８.９６％

； 深证成指收报

９９９７.９２

点， 周跌幅为

８.１８％

。（潘清 何广怀）

本周沪深两市限售股

解禁市值约783亿元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本周（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２

日）两市有

３６

家公司共计

３５．４２

亿限售股解禁上

市流通，解禁市值约

７８３

亿元。

据西南证券统计， 本周两市解禁股共计

３５．４２

亿股，占未解禁限售

Ａ

股的

０．５９％

，其中沪

市

１９．７

亿股，深市

１５．７２

亿股；以

１

月

１５

日收盘价

为标准计算市值

７８３．２３

亿元， 其中沪市

１０

家公

司

１８２．５９

亿元，深市

２６

家公司

６００．６４

亿元。

沪市

１０

家公司中， 兴业证券在

１

月

１８

日将有

１４．９７

亿股限售股解禁上市， 按照

１

月

１５

日收盘价计

算，解禁市值

１２２．１３

亿元，为本周沪市解禁市值最大

公司；解禁市值排第二、三名的公司是

＊ＳＴ

水井和

置信电气，解禁市值分别为

１７．９９

亿元和

１２．８４

亿元。

深市

２６

家公司中，万达院线限售股将于

１

月

２２

日解禁，解禁数为

２．８６

亿股，按照

１

月

１５

日收

盘价计算解禁市值

２８６．９７

亿元， 是本周深市解

禁市值最大公司；解禁市值排第二、三名的公司

是昆仑万维和中文在线，解禁市值分别为

６２．１５

亿元和

６０．４１

亿元。

此次解禁后，沪市将有兴业证券、

＊ＳＴ

水

井，深市将有台基股份成为新增的全流通公司。

统计显示，本周解禁的

３６

家公司中，有

９

家公司

限售股

１

月

２２

日解禁，解禁市值

３７１．０５

亿元，占到全周

解禁市值的

４７．３７％

，解禁压力集中度高。（华晔迪）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

内容涉及投票权分配、监管机制、吸纳新成员等

□

据新华社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１７

日在北京举行开

业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 首任行长金立群出席

了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在

１６

日举行的亚投行理事会成立大会上，

金立群当选亚投行首任行长。

１７

日上午，亚投行

在坐落于北京金融街的总部大楼举行剪彩仪

式，标志着亚投行总部大楼正式启用。

在

３０

分钟左右的发布会上， 金立群用英文

回答了

１５

个外界关心的问题，涉及投票权分配、

监管机制、 吸纳新成员、 项目准备特别基金使

用、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联合融资、人才招聘标

准以及风险管理等内容。

金立群在发言中介绍，截至

１７

日，已有

３０

个

意向创始成员国批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协定》并提交批准书，股份总和占比达到

７４％

。

根据协定， 至少有

１０

个签署协定的成员国

已交存批准书， 且其初始认缴股本的加总数额

不低于认缴股本总额的

５０％

， 协定即告生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７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批准协

定并提交批准书， 股份总和占比达到

５０．１％

，达

到协定生效条件，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

按照协定， 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应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本国立法机构批准， 此后才能

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

金立群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被中国政府正式提

名为亚投行候任行长中方候选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筹建亚投行第六次谈判代

表会议以共识方式推选时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

书处秘书长的金立群为亚投行候任行长。 据了

解，金立群此前还曾担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亚

洲开发银行第一副行长、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监事长、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要

职，具有在政府部门、国际机构和私营部门丰富

的领导和管理经验。

16

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运

营。中国财政部对外表示，亚投行成立初期，中方

暂不考虑申请亚投行资金支持。作为亚投行第一

大股东， 中方将向亚投行提供最大的资金支持。

中国的股本金占亚投行总股本金

３０．３４％

， 首笔

１１．９１

亿美元股本金已缴付到位。 中国财政部作

为亚投行的对华合作窗口部门和中方股东代表，

与亚投行其他成员一样，将通过理事会、董事会

等治理机制参与亚投行的管理和决策。

１６

日下午， 中国外交部还代表中国政府与

亚投行签署《亚投行总部协议》，北京市政府也

与亚投行签署《北京市东道城市备忘录》。

“互联网＋”

激发域名投资热潮

在“互联网

＋

”创业思维浪潮的影响下，一

些细分投资领域正在吸引众多投资者的目光，

其中域名投资正成为新兴热门投资领域之一。

近年来，中国域名注册量增长迅速。 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国国家顶级域名“

．ＣＮ

”注

册保有量达到

１６００

多万个，同比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增长

超四成，超过德国国家顶级域名“

．ＤＥ

”，成为全球

注册保有量第一的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尤晓东表示，

由于域名资源的有限性和每个域名的唯一性，域名

作为无形资产，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投资价值。

域名投资人戴跃表示，

２０１５

年，域名投资达

到了近乎疯狂的“发烧”热度。

２０１６

年，整个域名

投资可能仍是一个活跃期， 整体交易会呈现批

量化、规模化的交易趋势。

在戴跃看来，稀缺域名资源仍是未来资本投

资争抢的目标。

２０１６

年，比较精品的拼音域名、主

流数字或字母域名，依然有巨大的升值潜力。

但尤晓东同时指出， 域名投资也要注意域

名争议、诉讼风险、续费压力以及“花瓶域名”等

问题。投资者应理性评估域名的风险和价值，再

进行投资。（杨毅沉 盖博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