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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也纳电 记者谢飞报道:伴随
欧洲经济逐步复苏，欧盟汽车市场销售情
况也出现好转。

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欧盟汽车销量为
924440辆，同比增长7%。其中，西班牙、葡
萄牙和爱尔兰等此前受欧债危机影响较严
重的国家，汽车销售都呈现快速回升的趋
势，2月份汽车销售同比增长均接近20%。

此前，由于经济形势不景气，失业率居
高不下，欧洲汽车市场受到严重压制。目
前，欧洲市场还远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今年截至目前，欧盟汽车销量较 2007年同
期仍低20%。

欧洲经济危机也使当地一些汽车厂商
倍感压力。如法国的标致雪铁龙集团，其
主要销售市场集中在欧洲。危机期间，公
司在欧洲大陆的销量出现大幅下滑。相
反，德国大众则依靠在世界范围的巨大市
场，弥补了过去几年在欧洲市场的颓势。

从业绩上看，大众、宝马和戴姆勒这3大
德国生产商仍在欧洲汽车厂商中名列前茅，
今年前2个月，3家销售增长分别为 8.8% 、
12.6%和 14.2%。

□ 本报记者 孙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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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发布全球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展望

欧版量宽政策治标难治本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
联储日前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显示，去年
美联储向美国财政部上缴了 969 亿美元
的盈利，创下历史新高。这些利润主要来
自资产采购项目所获债券的利息收入。

统计显示，2013 年，美联储上缴的盈
利为 796.3 亿美元，2012 年为 884.2 亿美

元。2007年以前，美联储每年平均向美国
财政部上缴 230亿美元的利润。2007年，
美联储上缴的利润达到540亿美元。国际
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的盈利额逐年增加。

美联储的收入主要来自近年所购债券
组合利息收入。2014年，美联储通过债券
利息获得的收入是1190亿美元，相比之前

一年增加了 255 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
后，美联储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和抵押贷
款支持证券(MBS)，以刺激美国经济复
苏。2012年晚些时候，美联储启动了针对
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第三轮量
化宽松，希望以此压低长期利率，向银行系
统注入更多资金，以支持经济增长。

美联储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还显示，截
至2014年底，美联储的资产总额为4.498万
亿美元，高于上一年度的 4.024万亿美元。
其中，美国国债持有量增加 2370亿美元，
至2.6万亿美元；抵押贷款担保证券投资组合
规模增加2550亿美元，至1.79万亿美元。

上缴 969 亿美元

美联储去年盈利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大公国际
资信评估公司日前对全球银行业年度信
用风险发展走势作出预测，全球商业银行
信用风险的主要威胁来自量化宽松政策，
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治标难治本。

大公这份题为《2015 年全球商业银
行信用风险展望》报告指出，今年高负债
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状况仍然较
为突出，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信用风险存
在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报告认为，今年全球主要高负债发达国
家的商业银行仍不同程度地依赖极为宽松
的货币政策，以维持其信用水平。该政策延
缓了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进程，压低了信用
风险定价，推高了资产价格泡沫，是多国商
业银行资产质量的主要威胁。这一政策实

行时间越长，调整代价越大，退出越为困
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加强监
管，虽然降低了危机国银行业信用风险水
平，但长期低盈利状况具有不可持续性，能
否对主要业务重新定价从而满足股东盈利
要求，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7 年后高负债
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课题。

报告指出，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盈利疲
弱，使欧盟银行业信用状况堪忧，部分外围国
家正在经历新一轮流动性危机。经济增长乏

力、资产负债表清理困难,抑制了欧盟银行业
向实体经济提供信贷的能力，也制约了其自
身信用风险的改善。今年欧洲央行的量化宽
松货币政策将对改善银行经营能力产生一定
短期效果，但在实体经济吸纳能力不足、经济
复苏步伐不一致且量化宽松政策可能造成私
人部门去杠杆化停滞的情况下，欧洲央行释
放的流动性将会大规模涌入全球资本市场，
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长期危及银行业信用
水平。届时，欧洲国家将沦为重灾区。

匈牙利旅游业强劲增长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刘键报道：匈牙利经济部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来匈游客数量及旅游
天数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 10.5%和 9%，各类宾馆及旅
馆的总收入增加 25%。

来自德国的游客过夜天数排名第一，俄罗斯和意
大利紧随其后。外国游客数量增长较多的国家依次是
以色列（110%）、英国（59%）和美国（32%），其次是意
大利、罗马尼亚、捷克共和国和法国。

法国出台现金使用新规
本报巴黎电 记者陈博报道：法国财政与公共账

目部长萨潘近日公布了法国现金使用新规，旨在削弱
境内极端组织非法获取资金的可能性，提升本国社会
环境的安全级别。

萨潘宣布，自今年9月1日起，法国居民每次使用现金支
付的上限将从目前的3000欧元降至1000欧元，外国游客
的现金支付上限则由当前的15000欧元降至10000欧元。
同时，自2016年1月1日起，法国当地银行每月需向政府主
动申报存取款额度超过10000欧元的账户交易记录，个人的
换汇额度超过1000欧元时需出示身份证件接受登记。

本报讯 记者禹洋报道：总部位于美国的易安信电
脑系统有限公司，日前在北京召开2015中国市场战略发
布会暨技术展望。今年，该公司在中国市场将更专注于
增值销售。

据了解，易安信在中国市场已经连续8年实现收入
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24%。2014年，在整体市场趋缓
的大环境下，公司主营业务经受住了考验，商业市场实现
两位数增长，金融等其他市场也继续增长。

易安信发布中国市场战略

本报塔什干电 记者李垂发报道：哈萨克斯坦能
源部第一副部长卡拉巴林日前表示，哈萨克斯坦将继
续扩大石油产量，增加石油出口。

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计划，该国今年石油产量达
到 8050 万吨。其中，国内石油加工量将为 1430 万吨，
用于出口的石油可达 6000万吨。

卡 拉 巴 林 指 出 ，尽 管 今 年 石 油 产 量 会 比 上 年
有 所 减 少 ，但 该 国 近 年 内 将 增 加 石 油 产 量 ，2017
年 将 达 到 8600 万 吨 ，力 争 2020 年 石 油 产 量 达 到
1.04 亿吨。

哈萨克斯坦增加石油产量哈萨克斯坦增加石油产量

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5
年年会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负责
人就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热点问题发表看
法，并提出建议。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指出，
中国改革是要让发展更具可持续性，中
国要在缩小城乡差距、绿色发展等方面
下功夫。英卓华认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的路径与过去采取的措施有很大不同，
需要耐心，需要精益求精，这样才能让中
国经济变得更可持续。英卓华说，无论是
从政治经济角度还是社会领域角度，过
低的增长速度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不免
有一些意见认为应利用过去的措施来维
持经济增长，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新一轮
的改革很困难，因为它需要体制上的改

革，这在世界各国都非常艰难，因为它需
要长期的坚持，其风险就在于“安于现状”的
力量往往很强大。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英卓华
表示，中国目前需要在新常态下保持坚定的
信念，所以，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着力解决
这些未来的挑战。中国的改革对世界是一种
积极信号。“如果中国能够实现一个具有包
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避免那些潜在的
风险，不仅对自身，甚至对国际社会都会是
巨大的贡献。”英卓华说。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年会上
表示，“公共财政也需要适应新常态，因为它
将在中国未来发展融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中尾武彦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增速有所放缓，应该更看重质量而非

数量。新常态下的中国，需要在经济转型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此外，中国
还需要结构性改革，包括完善劳动力市场和
土地市场的职能、开放金融行业、转变政府
职能，以及使其侧重公共产品的供给，强化
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机制。

新常态下如何解决地方政府所面临的
投资压力？中尾武彦从 3个方面提出建议：
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税收解
决方案、建立地方债务市场。

中尾武彦指出，首先，加强政府间财政
转移支付体系，对弥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
口至关重要，完善财税支付体系可帮助城市
负担大量的财政开支，用以扩大公共服务范
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革财政转移支付
体系，我对此十分支持，主要是通过增加一

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国际经验表明，一般
性转移支付效率更高，而且可以缩小贫富地
区的差距。”

其次，他认为，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的税收解决方案，应包括扩大当前征收房地
产税的试点范围，并引入绿色税收。健全的
地方房地产税收制度，将为地方发展和政府
开支提供更可持续、更透明的融资方式。

对于如何加快中国市政债市场建设，
中尾武彦认为，目前政府正在朝着正确的方
向迈进，例如允许指定的地方政府发行债
券，近期还公布了债转券的制度，以减少地
方政府清偿的负担。

中尾武彦对《经济日报》记者强调说，亚
洲开发银行将会继续与中国相伴，为中国实
现和谐繁荣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