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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包贤波：本院受理廖黎霞诉你与李玥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西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晓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用飞机开发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

日
&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十法庭开庭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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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福法民一初字第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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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原告王译漫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本公告
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

日。开庭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七审
判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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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正）：本院受理原告周忆敏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及开庭传
票。原告起诉要点：判令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日。你在本案中的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十日。本案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

%

日下午
!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怡：本院受理原告张正中诉你等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及开庭传票。原
告起诉要点：判令嘉定镇北大街

$$'

弄
)

号房屋、江苏省太仓市城

厢镇东古路阳光美地
$*

幢
%+'

室房屋、张宝发银行存款
(!'

，
"""

元
由原告继承。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你在本案中的举证期
限为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十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

日下午
!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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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林）：原告寻婷婷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海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年
&

月
$,

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伟杰、王艳：本院受理原告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与被告孙伟杰、王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二人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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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磊：本院受理原告韩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

!"$%

）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月新：本院受理原告天津市干部疗养院诉你、杜月梅、叶轶尘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

）南民初字第
,($)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

个月内到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民营银行概念股遭热炒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公示信息中所显示，
目前，已有苏宁银行、华瑞银行、苏南银
行、锡商银行、中联银行等民营银行名称
获国家工商总局核准。北京、广东、温州
等地多家民企也在积极筹划申请设立民营
银行。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也让其在金融改
革领域承担的排头兵角色受到各方瞩目。
&月 !&日，银监会发布通知，明确表示，
“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在区内设立自
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
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民
营资本参股与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区内设
立中外合资银行。”

宏观信号的释放给证券市场装上了马
达，民营银行概念股受到热捧。& 月以
来，红豆股份、中关村、苏宁云商等争夺
民营银行牌照的上市公司股价均大幅上
涨。据统计，苏宁云商从 ) 月 !% 日确认
发起设立银行起，截至 & 月 !* 日，股价
由 ,-*( 元上涨至 #%-!% 元高点，涨幅为
,%.，!%个交易日内，市值激增 (++多亿
元。但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判
断，不排除有相关的上市公司借助金融改
革概念进行拉升股价的行为。

尽管工商总局已经批准少数民营银行
的名称申请，但作为银行牌照的审批机
构，银监会目前为止尚未向任何申请企业
发放经营许可证。

资本高回报率是主因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金融领域的
改革逐步深入，民营银行的机构准入可
以说是必然趋势，我国的金融体系相对
滞后，引入市场竞争、放开金融机构门
槛是比较清晰的方向。”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刘俏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民营银行可以进入这样
一个高利润行业，对于上市企业本身来
说是重大利好消息，本身也是金融产品
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补充。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
家庄健表示，近期的申请热潮反映出中国
多年以来积压的设立民营银行的巨大需
求。著名经济学家王连洲也认为，设立民
营银行有利于打破大型银行对市场的垄
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倒逼国有银行
和商业银行进行产品改革，更好满足中小
企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需求。

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上市公司积极
申请银行牌照有其内在原因。业内人士表
示，银行业务以及相关金融业务都是上市
公司供应链环节中的重要部分，能够通过
银行体系实现自身封闭体系内的资金流
通，就可以在企业资金安全方面给企业吃
上一颗“定心丸”。以牌照获批的苏宁银
行为例，苏宁目前已经有保险、小额信
贷、支付平台、基金等多个金融产品，苏
宁银行则将成为苏宁金融资本流动的核心
平台。

防止金融行业风险外溢

刘俏表示，如果以目前的单一上市
企业来做一家银行的做法，恐怕难以界
定清楚银行到底是为控股公司本身融资
服务还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放开
民营银行机构准入的改革方向是对的，
但是需要进一步细化，警惕银行成为企
业自身的赚钱机器。我个人认为，在股

权结构上，应该以若干个发起人来替代
单一上市公司控股，相对比较分散的股
权结构可以避免银行被单一的利益取向
所控制。”刘俏说。

随着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利率市场化
的加速前行，银行业的竞争态势也将进一
步加强。有专家指出，未来民营银行很可
能享受不到之前高利润时代的利好环境，
而是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上市公司能
否保证银行资本充足率也将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
“从国际实践来看，银行业机构与普

通企业不同，一旦经营破产倒闭，可能出
现风险外溢的情况。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
融业的同时，也要防范风险。”银监会研
究局副局长龚明华说。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
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天勇表示，民营
银行在经过少数试点之后才会进一步开
放门槛，但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宏
观审慎监管体系，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把
银行的损失与存款人的损失隔离开，而
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可以隔绝单一问题银
行的风险传导。只有加强风险控制，保
护各方面利益，上市公司创办银行才能
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目前，这条路仍然
任重而道远。

上市公司为何一窝蜂办银行
追求资本高额回报 确保企业资金安全

本报记者 宦 佳

自 !月 "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的指导意见》 以来，苏宁、阿里、腾讯、红豆集团、云润、

吉祥航空等上市公司纷纷加入到申请创办民营银行的大军中来，

相关上市企业的股价也几度涨停。专家表示，民营银行对金融改

革确有重要破冰之意，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业利润空

间将逐步下降，民营银行在经营监管上都存在风险，暂时还难以

构成较强的竞争力，不必盲目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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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贷款利率放开新政近日再次出台。继今年 ! 月我国取

消贷款利率管制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日前透露，近期

将以自律机制为基础，组织综合实力较强的金融机构报出对其最

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为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定价提供参考。

这将有利于贷款利率全面放开、全面实现市场化。

双轨制影响资金配置

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
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它由市场
供求决定，其决策权是金融机构/这有
利于金融活血化淤。而在我国，金融
机构的这项权力被有所限制。

金融机构在利率市场化上缺乏自
主权造成很多弊端，比如，资金无法
得到有效配置。“当前我国在信贷市
场上的利率管制使得在实际过程中出
现了两种利率，一个是监管部门管制
下的利率，一个是金融市场上的民间
利率，这一利率双轨制不利于金融资
源的合理配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

专家指出，央行长期管制利率使
商业银行形成了依赖信贷规模增长和
利差为主的盈利模式，这种惰性令商
业银行创新业务、改进自身管理的动
力不足。同时，为应对通胀预期，银
行想法设法推出各种理财产品以逃避
利率管制，存款理财化倾向明显。
“利率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如果不断

地延迟下去，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其实是
很严重的。”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
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认为，因为利率没有
市场化，所以说现在很多存款很多时候
是负利率状态，负利率状态实际上不利
于改善我国现在收入分配的制定价格，
实际上是恶化了中国的收入分配。这
种负利率状态也使存款的波动性加大，
金融体系的波动性也会加大。

利率放开多方获益

其实，早在多年前，我国已迈出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经过十几年
渐进式发展，已将货币市场、债券市
场的利率全部放开，外币存贷款利率
也放开，还逐步放开了贷款利率上限
和存款利率下限。直到今年 ,月 !+日
前，仅剩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
限两大关键点未突破。

根据央行决定，自今年 ,月 !+日
起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 倍的下
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
定贷款利率水平。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管制自此全面放开。

贷款利率管制放开可谓一举多得，
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可以促进商
业银行创新。郭田勇表示，利率市场
化改革缩小了银行业的存贷利差，降
低了传统存贷业务收入，促使银行业
开展综合化经营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
比，改善银行业务收入结构。

利率市场化后，央行的监管
可以更科学。专家指出，央行
可以通过存贷款利率的变化

以及其他债务工具和

融资工具价格的波
动，更加准确地判断
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和
资产分布的均衡性。

放开管制，企业将有
可能获得更加廉价的贷款。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研究所所
长董登新指出，从微观方面
来说，一方面有利于小型银行
同大银行展开对大企业大客户
的争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那些
大型企业，他们将可以获得更加
廉价的贷款，降低其资金成本。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贷款利率市场
化意味着有更多金融机构推出更加
丰富的贷款产品。

注意防范恶性竞争

“利率市场化无疑是鼓励银行竞
争，但竞争要防止恶性竞争。”郭田勇
说，无论是高息揽存还是贷款利率大
幅杀价，都对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利。
“利率市场化要避免形成非理性价格”，
这就需要银行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
制。

对于此次央行提出的建立市场利
率定价自律机制，胡晓炼解释说，这是
由金融机构组成的市场定价自律和协
调机制，在符合国家有关利率管理规定
的前提下，对金融机构自主确定的货币
市场、信贷市场等金融市场利率进行自
律管理，维护市场正当竞争秩序，促进
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而央行要求开展的另一项工作
“开展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工作”，胡
晓炼指出，是建立贷款基础利率集
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把市场基准
利率报价从货币市场拓展至信贷
市场。
“, 月贷款利率下限放开

后，大银行以低利率追大企业
客户，使业界竞争加剧。央
行的最新要求是建一个最优
贷款利率机制。”暨南大学国
际商学院副院长孙华妤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银
行给优质客户提供的最
优惠贷款利率是市场自
发形成，各银行上报给
央行，把市场信息集
中起来，再向社会
公布。这一举
措是对贷款
利率放开
的进 一
步 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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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风转变产生改革红利

政府作风转变，工作效率提高，就是企业和社

会成本的降低，新一届政府政策和举动、作风本身

就产生了改革红利。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认
为。

!应允许小产权房合法买卖

小产权房这类由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

销售并不违法，土地确权以后，在有房产证的情况

下，应该允许小产权房屋买卖，漏缴的税可以补

交。小产权房是中国特色的房产，实际上是缓解城

市住房压力非常好的办法。

———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

!黄金周对经济拉动有限

逐年上升的数据，只强调了每年黄金周出行人

次和旅游收入与上一年相比增加多少。实际上，以

$&&& 年“十一”黄金周开始实施为中间点，实施

前后的 $*年间，全年的旅游收入增长率基本不变，

黄金周对旅游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实质性的正面效

应，对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明显作用。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
表示。

!逆城市化将不会成为主流

我国近年来开始出现部分城市居民逃离城市，

到郊区居住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中国难成主流。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土地资源稀缺，提高土地利用率

是一大限制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认为。
（刘 娜 钟炜琳辑）

金秋时节，位于江苏连

云港境内的 '+ 万亩盐田进

入收获时节，处处洋溢着丰

收的景象，工人们抓住晴好

天气，加紧进行扒盐和堆放

作业，确保丰收。连云港是

我国著名的“淮盐”主产地

之一。图为江苏金桥盐业公

司台南盐场的工人在盐田里

作业。

王 春摄（新华社发）

山东省栖霞市拥有人口**

万，苹果种植面积却达到了,+

万亩，年产优质苹果$'+万吨，

农民收入的)'.来自果业。据

统计，如今该市有(+万农民直

接从事苹果栽培，'+++多人从

事果品流通，$+++多家相关企

业从事苹果产业化链条拓展。

老百姓说：“在俺们栖霞，一

‘棵’苹果树托起了一座城

市！”图为一名儿童在苹果园。

新华社记者 杜华举摄

栖霞

苹果树托起了一座城市

连云港

金秋淮盐丰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