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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45万亿元，同比多增6237亿元

信贷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李 婕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向来是热点话题之一。近期，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加大资金投放力
度，保障实体经济有效需求。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信贷放量，在建
项目融资需求进一步得到保障，小微企业所获贷款增加，金融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大。

本报北京8月 13日电 （记者李
丽辉）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
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461 亿
元，同比增长 6.1%。其中，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8607 亿元，同比增
长 1.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
入8854亿元，同比增长11.4%。全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中 的 税 收 收 入
16081 亿元，同比增长 11.4%；非税
收入1380亿元，同比下降31.8%。

1-7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21791 亿元，同比增长 10%。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分析，1-7 月累
计财政收入增幅，比上半年放缓 0.6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制造业、交通
运输业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增值
税税率下调，以及 7 月份办理部分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
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返还等减税
降费政策影响。

前7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

减税降费政策效应逐渐显现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3日电 （记
者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 13 日发布报
告称，2017 年中国普惠金融稳步发
展，金融服务可得性、使用情况、质
量进一步改善。银行结算账户和银行
卡广泛普及，总体上实现了“人人有
户”；成年人近半数购买过投资理财
产品，超七成使用电子支付。

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
标分析报告称，中国银行结算账户和
银行卡广泛普及，全国及农村地区人
均持有量平稳增长，总体上实现了

“人人有户”。截至 2017 年末，全国
人均拥有 6.6 个账户，人均持有 4.81

张银行卡。东部地区人均账户和持卡
量最高，中西部略低。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发展正深刻
改变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式。报告显
示，电子支付发展迅速，使用普及率
较高。2017 年全国使用电子支付的
成年人比例为76.9％，农村地区60％
以上的成年人使用过电子支付。另
外，2017 年全国平均有 45.97％的成
年人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农村地区
这一比例为32.79％。

报告认为，银行仍是居民获得借
款的主要渠道，银行以外的机构、平
台是居民获得借款的重要补充。

央行普惠金融报告显示

人人有账户 近半买理财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8 月 13 日表示，要重
视网贷平台集中退出带来的投资者信心下降和
市场情绪恐慌等情况，配合好互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工作，提高行业透明度，进一步保护
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针对近期部分网贷机构出现的风险，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监测分析认为，目前出现问题
的平台多数是前期野蛮生长、偏离信息中介定
位的违法违规平台，有的本身就是披着互联网
金融外衣的非法集资。

“这些平台出现问题属于监管趋严环境下行
业去伪存真、优胜劣汰的结果。当然，在这个
过程中也要重视网贷平台集中退出带来的投资
者信心下降和市场情绪恐慌等情况。”中国互联
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春说。

12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联合召开网贷机构风险处置及规范发展
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应对网贷风险的十项举

措。其中明确提出，网贷机构建立沟通机制，
提高经营的透明度。

提升网贷机构经营透明度，需要营造一个
良好的信息披露环境。为此，2017 年 6 月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建设了全国互联网金融登记披
露服务平台，并顺利投入运行。

截至6月末，已有119家网贷类会员机构接
入平台，定期对外披露机构信息和运营信息。
目前，接入机构贷款余额约6828.03亿元，累计
交易总额约 40440 亿元，交易规模约占网贷行
业总量70％。另外，共有93家机构通过平台正
式向社会披露了2017年度财务报告。

陆书春介绍，近期协会又增加了资金存管
信息、项目信息披露功能，准备将基本符合信
息中介定位和各项标准的机构接入平台，以配
合专项整治工作，提高行业透明度，进一步保
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想继续经营的合规机
构来说，信息披露和产品登记意义重大。经有

关部门认定，基本符合信息中介定位和各项标
准的机构接入信息披露和产品登记系统，才能
继续开展网络借贷业务。经过一段时间运行检
验后，条件成熟的机构可按要求申请备案。

此外，十项举措中还提出，开展网贷机
构 合 规 检 查 ， 引 导 机 构 合 规 经 营 和 健 康 发
展。对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表示，将抓
紧制定网贷类会员机构自律检查工作方案并
启动检查，通过机构自查、非现场检查及现
场检查，督促会员机构开展合规经营、履行
行业自律公约职责。

“十项举措从督促合规、规范退出、打击非
法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既着眼于化解
当前风险，又着眼于建设长效机制，有利于稳
定社会预期。”陆书春说，下一步，协会将配合
监管要求，组织网贷类会员机构认真履行行业
自律公约职责，特别要坚决杜绝虚构项目和自
建资金池等问题。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吴 雨）

中国互金协会

提高互联网金融行业透明度
中国互金协会

提高互联网金融行业透明度

8月12日，由中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促进会举办的“2018年青少年AI
人工智能设计大赛”在江苏苏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进行。来自江苏、四川、
山东等地的100余名选手，参加了自动仓储、智能家居、机器人足球、工程挑
战等4项比赛。图为选手在调试参赛机器人。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立秋过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的辣椒进入采收高峰期。辣椒种植是宣恩县在推进精准扶贫过程中，结合当地农民种植经验而推广
的富民产业。图为8月13日，工人在湖北省宣恩县鹏博生态农业公司的晒场晾晒辣椒。 宋 文摄 （新华社发）

立秋过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的辣椒进入采收高峰期。辣椒种植是宣恩县在推进精准扶贫过程中，结合当地农民种植经验而推广
的富民产业。图为8月13日，工人在湖北省宣恩县鹏博生态农业公司的晒场晾晒辣椒。 宋 文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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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科协联合当地教育部门开展“暑期安全
总动员”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们在志愿者的引领下，走进市公共安全体验馆，学
习防灾减灾相关知识，提高应急避险能力。图为8月13日，志愿者向槐安西路小
学学生教授多种高空缓降实用绳的拴系方法。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生动的暑期安全课

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一种主要方式。为消除他们的
后顾之忧，江西省峡江县就业部门积极落实社保补贴政策。据统计，近3年
来，该县共为 2052 位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社保补贴 706 万元。图为 8 月 13 日，
江西省峡江县就业人才局工作人员在为灵活就业人员办理社保补贴申领手
续。 曾双全摄 （人民视觉）

社保补贴暖人心

青少年AI大赛举行青少年AI大赛举行

保障有效融资需求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来，银保监
会指导银行保险机构准确把握促进经济增长与
防控风险的关系，充分利用当前流动性充裕、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的有利条件，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扩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

贷款投放明显加快。据初步统计，7 月新
增人民币贷款 1.45 万亿元，同比多增 6237 亿
元。在建项目融资需求进一步得到保障，对基
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金融支持也在加大。7 月
新增基础设施行业贷款 1724 亿元，较 6月多增
469亿元。同时，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表外融
资变化也趋于平缓。

实际上，今年以来金融业在防风险和服务
实体经济两方面同时发力。5 月末，产能过剩
行业中长期贷款下降 2.1%，低效融资需求受到
明显遏制；房地产贷款增速同比下降4.5个百分
点，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增速下降 13.7 个百分
点。与此同时，制造业贷款余额 16.7 万亿元，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小微企业、涉农、保障性
安居工程等民生领域和薄弱环节贷款分别同比
增长 14.2%、7.6%、45.6%，信贷结构持续得到
优化。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运行的中心任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向本
报记者指出，当前政策指向也很清晰，在信贷
方面，更注重差异化，有保有压，向小微、“三
农”企业倾斜，保障有效融资需求。

创新机制提升服务

如何进一步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仍然是当下需要突破的重点。此前国
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指出，必须更加
重视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和水平。

据了解，银保监会正从机制入手，加大政
策扶持。

推动机制创新，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例
如，调整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鼓励银行利用
拨备较为充足的有利条件，加大不良贷款处置核
销力度。上半年共处置不良贷款约8000亿元，较
上年同期多处置 1665 亿元，腾出更多信贷投放
空间。再例如，积极支持银行机构尤其是中小机
构多渠道补充资本，打通商业银行补充一级资本
的渠道，增强信贷投放能力。6月末，商业银行资
本充足率13.5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57%，在
表内贷款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资本水平保持稳定。

健全激励机制，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意
愿。为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优化小微金融服务监管考核办法，落实无还本
续贷、尽职免责等监管政策，提高小微企业贷
款不良容忍度。今年前 7 个月，银行业小微企
业贷款增加1.6万亿元，增速持续高于同期全部
贷款增速。同时，银保监会督促银行机构综合
分析民营企业风险状况，加大对主业突出、信
誉良好的民营企业授信支持，合理确定贷款价
格，适度降低融资成本。

疏通“最后一公里”

针对下半年的工作形势，近段以来，中国
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银保监会等部门
密集发声。专家指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调
预调已经开始部署，下半年政策推进重点开始
浮出水面。

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18年下半年工
作电视会议，释放出明确信号：下半年将实施
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加强
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此外，积极
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继续改善小微
企业的金融服务；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等。

银保监会则强调严格按照打好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稳
步推进整治市场乱象，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
运行的基础上精准“拆弹”，坚决守住不发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表示将加强统
筹协调，扎实细致工作，进一步疏通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提高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质效。

徐洪才认为，一方面，各市场主体要看到
中国经济有韧性，发展回旋余地大，要对经济
增长和金融稳定有信心；另一方面，在推动信
贷、股市、债市、汇市、楼市等健康发展方
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可以细化分解。要增强
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把握施策力度和节
奏，创造更多市场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