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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房企融资管理规则

将稳步扩大适用范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9月14日在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

将会同住建部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 跟踪评估

重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执

行情况，不断完善规则，稳步扩大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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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银行业保险业运行平稳风险可控

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得到有效遏制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欧阳剑环

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9月14日在银保

监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 当前银行业保险业运

行平稳、风险可控，主要经营与监管指标处于合

理区间。经过持续整治，行业性重大违法违规问

题基本杜绝， 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得到有

效遏制，网络借贷领域风险持续收敛。 下一步，

银保监会将不断创新公司治理监管的方式和手

段，提升公司治理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加大不良贷款处置核销力度

银保监会统信部二级巡视员刘忠瑞表示，

今年前8个月， 银行业各项贷款增加15.2万亿

元，同比多增3万亿元，信贷资金重点投向制造

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小微、“三农” 等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 其中，制造业贷款增加1.8万

亿元，较过去四年总和多1092亿元。基础设施建

设、批发零售业贷款增加2.7万亿元、1.7万亿元，

同比分别多增8192亿元、7318亿元。

刘忠瑞介绍，8月末， 银行业境内不良贷款

余额3.7万亿元，较年初增加5041亿元，不良贷

款率2.14%，较年初上升0.11个百分点。 银行业

加大不良贷款处置核销力度，前8个月共核销不

良贷款7302亿元，同比多核销963亿元。

同时，银行业加大拨备计提力度，前8个月

新提取拨备1.4万亿元， 同比多提取2615亿元，

目前拨备余额达 6.5万亿元， 拨备覆盖率

176.5%，具备较强的信用风险抵御能力。

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基本杜绝

在乱象整治方面， 银保监会银行检查局副

局长朱彤介绍，2017年至今，银行经营管理乱象

得到有效遏制， 行业性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基本

杜绝，严肃查处了一批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性质

恶劣、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萝卜章” 、理

财“飞单” 、同业私出保函和违规兜底等严重扰

乱市场的问题目前几乎绝迹。

朱彤表示，“房住不炒” 政策得到有效贯

彻。 持续开展30多个重点城市房地产贷款专项

检查，压缩对杠杆率过高、财务负担过重房企的

过度授信，（下转A03版）

“2020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牛奖”

评选活动启动

□

本报记者 马爽

由中国证券报举办的 “2020中国证券业

分析师金牛奖” 评选活动9月15日启动，开始

接受参选对象通过所在机构统一在线报名。 报

名网址为http://www.jnfxspx.com/vote，报

名账号、密码将有专人通知，若未收到通知请

联系主办方索要。报名期限为9月15日至10月8

日，投票时间为10月9日至10月18日。

本次评选在继续发挥 “金牛” 品牌影响

力，延续“以金牛选金牛” 宗旨，回归研究本色

的同时，紧跟时代步伐、贴合行业实际，推出

“主观投票榜” 和“客观量化榜”两个榜单。 本

次评选过程中所有材料、数据、计算过程、评选

结果等将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并在出具无异议的审计结果后公布评选结果。

具体报名细节及评选标准见评选规则。

从2010年举办首届“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

牛奖”评选活动至今，金牛奖倡导的“以金牛选金

牛”这一高端、专业、权威的评选理念逐渐深入人

心，甄选标准和评选操作更加成熟和严格。“金牛

分析师”的含金量通过了证券市场的检验，获得了

业界广泛肯定与充分认可。“金牛”品牌回归价值

发现本源，恪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证券业研

究水平的提高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产生了积

极推动作用。 本届评选将继续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确保遴选的专业性和客观性。 评选规则

等更多信息见中证网（http://www.cs.com.

cn）。 联系人：马女士（电话：15811045296）、

郭女士（电话：1872262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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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德国欧盟领导人共同举行会晤

□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晚在北京同欧盟轮值

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

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会晤，会

晤以视频方式举行。 中德欧领导人就中欧关系

深入交换意见，为下阶段中欧关系规划方向，确

定重点领域，一致同意加强沟通协调合作，确保

今后中欧之间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取得成功，

深化互信，实现互利共赢，坚持维护多边主义，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高

水平。 中欧双方宣布签署 《中欧地理标志协

定》，确认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

成谈判的目标。 中欧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

对话和数字领域高层对话， 打造中欧绿色合作

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面临许

多共同挑战，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中欧作为世

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越是面对这

样的形势，越要牢牢把握相互支持、团结合作的

大方向， 越要坚定不移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恢复

经济、维护正义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中欧要做到“4个坚持” 。

一是坚持和平共处。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

的政治制度模式， 不同文明文化多元共生才是

常态。中欧和平共处的力量坚定一分，世界的和

平和繁荣就多一分保障。

二是坚持开放合作。中国致力于逐步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中方将通过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实

现中欧两大市场、两方资源的更好联通、更大效

益，推动中欧共同发展更加强劲、更可持续。

三是坚持多边主义。中方愿同欧方在双边、

地区、全球层面加强对话和协作，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

热点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是坚持对话协商。 中欧要把握好中欧关

系合作发展的主流，以对话化解误解，以发展破

除难题，妥善管控分歧。

习近平强调， 中欧互为重要贸易和投资伙

伴。 双方应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拿出更多举措，

释放更多合作机遇。 今天双方正式签署了《中

欧地理标志协定》。 双方要本着积极务实的态

度，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

的目标，推动合作提质升级，助力疫情后世界经

济复苏，共同维护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中国

市场保持对欧开放， 欢迎更多优质安全的欧盟

农产品进入中国。要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建

设性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全球生物多

样性多边进程， 相互支持对方明年办好联合国

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昆明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为推

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要打造中欧数字

合作伙伴。 中方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希望欧方同中方一道， 推动制定全球数字领域

标准和规则，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良性发展。

要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关切。 中方密切关注近来

欧方在5G、外资审查、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方

面的一些动向， 希望欧方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

开放，塑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

境，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欧

就抗疫和全球卫生合作保持紧密联系， 展现了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意义和全球影

响。下一步，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配

合，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同促进世界

经济复苏。要加强疫苗研发合作，努力让疫苗成

为普惠可及的全球公共产品， 充分照顾疫苗在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要有序

恢复人员往来，为货物跨境流动提供便利。在充

分尊重非洲国家意愿基础上， 积极开展对非三

方合作。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多边金融机

构和商业债权人在非洲减缓债问题上采取更有

力行动。

习近平还阐明了中方在涉港、 涉疆问题上

的原则立场，指出涉港、涉疆问题的实质是维护

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保护各族人民安居

乐业的权利。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任何势力在

中国制造不稳定、分裂和动乱，坚决反对任何国

家干涉中国内政。

关于人权问题，习近平强调，世界上没有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 人权保障没有

最好， 只有更好。 各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

情。相信欧方能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

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 ，反对搞“双重标

准” 。 中方愿同欧方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加强

交流，共同进步。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