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监会对信托公司

进行分类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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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士经销商支持王冬雷

吴长江称经销商受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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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人事调整

隐现战略转型

新三板多家公司向机构转增股份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做市商制度开启在即，多家挂牌企业通过向机构转让或增发股份，为即将到来的做市业务做准备。

A12

腾讯上半年净利超百亿

投行调高目标价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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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动力不足 经济增长仍需微刺激

7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昨日出齐。 前 7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创下 12 年以来最低，同时，工业和消费增速双双小幅回落但相对平稳。 分析人士

指出，7 月份经济数据较之前有所降温，经济动能明显不足，后期或需加大宽松政策力度。

A2

7月金融数据“跳水”有因 央行称政策取向未变

7 月新增人民币存贷款、社会融资规模等几个主要指标均出现超市场预期的大幅度下降。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

增长仍处在合理区间，货币政策“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取向并没有改变。

A2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2014 年 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显示，今年前 7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同比双双下降，其中商品房销售面积

56480 万平方米，降 7.6%；商品房销售额 36315 亿元，下降 8.2%。 同期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9.4%，销售额下降 10.5%。 IC/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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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季节性回落

投资者不必过度恐慌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央行昨日公布的多项金融统计数

据大幅低于预期， 在市场上引起不小

恐慌。 7 月份新增贷款数量创 2010 年

以来的新低，社会融资规模跌至 69 个

月以来新低， 广义货币 M

2

环比较大

幅度回落……经济运行急需金融襄

助，货币环境却不给力，所为者何？

主要原因在于， 我国银行体系存

贷款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 忽冷忽

热的老毛病在今年 7 月份又犯了。 存

贷款的季节性波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银行为求早放贷、早受益，贷款投

放前高后低； 二是季度末为重要考核

时点，银行有意做高存贷款数额。为平

抑季节波动， 相关部门曾硬性设定贷

款投放季度比例，放宽时点考核要求，

这些措施虽收到一定效果， 但仍无法

彻底消除银行人为调节的冲动。

季末贷款冲高， 一般都会带来下

季度初新增贷款数量回落， 半年末这

一规律更为明显， 所以历史上 7 月份

一般都是信贷投放的“小月” 。如果将

今年 6、7 两月合并来看， 月均新增贷

款有 7000 亿元， 仍是可以接受的水

平。存款同样存在季末冲高、下季初回落

的规律， 今年 6 月份的冲高幅度又高于

往年，所以 7 月份的存款回落相对较多。

存贷比约束之下， 存款回落无疑会影响

信贷扩张步伐。

7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大幅下降，除

了人民币贷款少增因素外， 还有监管加

强压缩表外融资的原因。 7 月份信托贷

款、 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涉及表外融

资的项目明显减少， 特别是未贴现银行

承兑汇票波动性较大，7 月份下降 4160

亿元。央行有关人士透露，这主要与近期

规范相关业务发展、 金融机构加强风险

控制有关。历史上看，监管部门出台加强

金融监管的政策，如规范票据、银信合作

以及商业银行理财等之后， 相关业务短

期内都会有一定收缩。

当然，社会融资规模扩张速度较慢，

也与实体经济疲弱带来的融资需求不足

有关。 在资金市场上， 价格基本保持平

稳，7 月份银行间市场拆借和回购加权

平均利率均为 3.41%，比上月高约 0.5 个

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低 0.2 个百分点。

7 月份金融统计数据疲软， 也与其

他经济运行数据相互印证。 国家统计局

昨日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和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均无抢眼

表现， 但此前公布的官方 PMI 和汇丰

PMI 数据却显示， 经济有回暖势头。 当

前，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信号好坏参

半，不支持政策发生方向性变化。

数据变化也使市场产生较大幅度波

动。昨日金融统计数据公布之后，沪深两

市大盘一度跳水， 而当市场消化了数据

背后的含义时，股指又收复失地，两市均

以红盘报收。 这说明低于预期的统计数

据已被市场消化，投资者不必过度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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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新“国十条”提出2020年保险深度达5％

保险市场要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业内期盼已久的保险业新 “国十

条”———《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

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昨日发布。业内

人士认为， 这不仅是保险业的重大利

好，对于资本市场同样是一重大利好。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努力由

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 保险成为

政府、企业、居民风险管理和财富管理

的基本手段。 保险深度（保费收入

/

国

内生产总值）达到

5％

，保险密度（保

费收入

/

总人口）达到

3500

元

/

人。 保

险的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作

用得到有效发挥。去年，我国保费收入

为

1.72

万亿， 国内生产总值为

56.88

万亿，保险深度为

3%

，仍具有巨大发

展潜力。

截至今年上半年末， 我国保险业

资金运用余额为

8.59

万亿元。 《意见》

指出， 要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

的独特优势。在保证安全性、收益性前

提下，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提高保

险资金配置效率。 鼓励保险资金利用

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

支持重大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城镇

化建设等民生工程和国家重大工程。

鼓励保险公司通过投资企业股权、债

权、基金、资产支持计划等多种形式，

在合理管控风险的前提下， 为科技型

企业、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

展提供资金支持。 研究制定保险资金

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相关政策。

促进保险市场与货币市场、 资本

市场协调发展。 进一步发挥保险公司

的机构投资者作用， 为股票市场和债

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鼓励设立不动产、基础设施、养老等专

业保险资产管理机构， 允许专业保险

资产管理机构设立夹层基金、并购基金、

不动产基金等私募基金。 稳步推进保险

公司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 探索保险

机构投资、发起资产证券化产品。探索发

展债券信用保险。 积极培育另类投资市

场。建立完善科技保险体系，积极发展适

应科技创新的保险产品和服务， 推广国

产首台首套装备的保险风险补偿机制，

促进企业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加快

发展小微企业信用保险和贷款保证保

险，增强小微企业融资能力。规范保险公

司并购重组。 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

在境内外上市。 （更多报道见 A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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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商品房销售额下滑 住宅降幅超一成

第三方支付机构

与银联激辩“违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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