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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显示，9 月末，广义
货币（M2）余额 180.17 万亿元，同比增
长 8.3%，增速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低0.7个百分点。前三
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5.37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 2.32 万亿
元。其中，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3.14万亿元，同比多增1.98万亿元。

“总体看，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合
理充裕，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
增长，市场利率运行平稳。”在10月17
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调查
统计司副司长张文红表示，今年年初以
来，中国人民银行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
政策，做好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疏
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资金流向民
营企业、小微金融等重要领域和薄弱环
节，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在保持流动性充裕的同时，今年前
三季度，普惠口径小微贷款呈现增量扩
面、利率下降、结构优化等特点。“前三
季度小微贷款增加9595亿元，增量相
当于上年全年水平的 1.6 倍。”张文红
介绍说，9 月末，全国普惠口径小微贷
款（包括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
企业贷款及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
经营性贷款）余额7.73万亿元，余额同
比增长 18.1%，增速比上年末高 8.3 个
百分点，“我们监测到，8月末普惠口径
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 1570 万
户 ，比 上 年 末 增 加 244 万 户 ，增 长
18.4%”。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稳步下降。央
行公布的数据显示，9 月份，新发放的
500 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平均
水平为6.25%，比上半年低0.17个百分
点。同时，小微贷款结构明显优化。9
月末，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
业中，科学研究和信息传输软件技术服
务业等企业贷款增长迅速，余额同比分

别增长89.3%和64%。对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业及居民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
信贷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前三季度贷
款新增量比上年同期多857亿元。

今年以来，多项政策都着力于增加
银行资金来源，并引导信贷资源向小微
企业倾斜。年初至今，4次定向降准增
加了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增强了银行体
系资金稳定性。降准也更注重精准性，

今年1月份，央行对单户授信小于500
万元的小微企业贷款等 8 类普惠金融
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
施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 4500 亿元。
4月份，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率1个百分点，置换其所借央行的中期
借贷便利（MLF），释放4000亿元增量
资金，优化银行流动性结构并增加小微
企业贷款的低成本资金来源。今年 7

月份和10月份，央行分别实施定向降
准0.5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引导金
融机构将降准资金主要用于小微企业
贷款。

“总体看，9月份金融数据积极信号
较多，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渐显，金融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增强。”交通银行金融
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鄂永健表示，
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环比回升、票据融
资环比减少尤其值得关注，这是实体经
济融资需求回升的信号，表明前期一系
列稳增长政策正在发挥作用，未来实体
经济有望保持基本平稳运行。

数据显示，下半年以来企业贷款增
长逐步加快。9月末，企业及其他单位
人民币贷款余额85.64万亿元，同比增
长10.4%，比二季度末和上年末分别高
0.7 个和 1.1 个百分点。同期，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增速加快，其中高技术制造
业保持快速增长。9月末，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同比增长 6.1%，比二季度末和
上年末分别高 1.5 个和 2.5 个百分点。
前 9 个月，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新增
2764亿元，同比多增868亿元。

鄂永健认为，未来货币政策预计保
持稳健，仍将注重前瞻灵活调整，强调
定向调控，加强预期引导和疏通政策传
导机制。需要注意的是，保持流动性松
紧适度仍是主要目标，预计货币政策也
不会过于宽松。

前三季度小微贷款增加9595亿元，增量相当于去年全年的1.6倍——

信贷支持小微企业力度加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本报北京10月17日讯 记者
王轶辰、通讯员李溢春报道：10 月
17日，在中铁建工集团京张高铁清
河站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组钢梁
吊装到位，清河站主站房钢结构正
式封顶。全国首座采用智能建造技
术的高铁站房雏形已现。

据悉，京张高铁新建清河站，位
于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小营西路与
西二旗大街之间。工程由中铁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于2017年6月
份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 13.83 万
平方米，是京张高铁建筑面积最大
的车站。

自京张高铁清河站开工建设以
来，施工单位始终以打造“精品工
程、智能京张”为目标，通过采用智
能安全帽、无人机航拍、塔吊防碰
撞、机器人放线、深基坑自动化实施
监测技术、二维码24小时监控等一
批智能化技术，构建起“智慧工地”。

“我们这片稻田有2800亩，横跨3
个村，目前已经收割2200亩，剩余600
亩还要再过 20 天才能收割。”10 月 15
日，江西新余市细雨绵绵。在渝水区鹄
山乡的连片稻田田埂上，新余市雨禾农
业公司董事长陈木生告诉记者，地里栽
种的都是优质稻，每百斤干谷能卖240
元以上，而常规稻只能卖120元左右。

陈木生的这片稻田是与新余粮油
发展公司合作建设的。新余市粮食局
局长李国俊告诉记者，新余深化国有粮
食企业改革，去年新余粮油公司挂牌成
立，由市粮食局管辖。公司成立伊始，
便着手创建“保家”牌南安大米等系列
粮油。公司董事长张晚生说，“保家”牌
大米销售火爆，每月销量达20万公斤

以上，逢年过节月销量能达 30 万公
斤。据统计，目前，新余全市优质粮源
基地有近10万亩。

江西省是粮油生产大省。近年来，
江西突出绿色优势，着力推进“名、特、
优、新”发展战略，推动全省现有粮油商
标资源整合，重点整合大米商标，精心
打造“江西大米”“江西茶油”等区域公
用品牌。依托优质大米、稻米油、山茶
油、糯米粉等产品，培育了一批具有地
方特色的知名品牌。为提升植物油品
牌影响力，从2017年开始，江西每年从
省级财政中安排部分资金，用于扶持植
物油产业发展。

稻米要有品牌，面粉也不例外。从
小麦种子到系列产品，山东滨州中裕食
品是全国唯一一家拥有自主育种能力
的面粉加工企业，并把一粒粒小麦转化
出了 10 大类、500 多种产品。以中裕
品牌为统领，公司的小麦过了有机认证
关，还构建了一条涵盖小麦育种、订单

种植、粮食初加工、精深加工、冷链物
流、餐饮服务等环节的全产业链。“粮食
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
公司总经理张志军介绍说，中裕还开发
了谷朊粉、变性淀粉、胚芽油、麦胚多
肽、膳食纤维等系列产品，推动小麦加
工向下游延伸。以满足健康消费为目
标，公司积极参与“放心粮油”等民生工
程建设，创立了法兰卡 1876、面食家、
中裕食品快餐、麦便利社区超市等4大
面食餐饮品牌，并加大与大型连锁超
市、食品店的对接，让中裕品牌走入百
姓生活。

去年以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大力实施“中国好粮油”行动，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推进绿色优质粮食产
业体系建设。调优产品结构，开发绿色
优质、营养健康的粮油新产品，增加多
元化、定制化、个性化产品供给，促进优
质粮食产品营养升级。鼓励企业推行更
高质量标准，提高品牌产品质量水平。

同时，各地立足优势，突出区域特
色品牌创建。山西立足优势，以“山西
小米”区域公共品牌为引领，突出打好

“优质”“特色”两张牌；广西发挥“一带
一路”重要门户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
香米生产，市场反响良好，收购价比普
通晚籼稻平均高 45%；黑龙江乔府大
院、湖北福娃集团、辽宁鼎翔米业等企
业发展“虾稻”“蟹稻”“鸭稻”，效益远高
于普通产品。

打破“劣币驱逐良币”，才能让好品
牌走得更远。针对省内大米企业“小、
散、弱”特点，吉林优选部分大米加工
龙头企业，组成吉林大米产业联盟，
统一使用“吉林大米”品牌。吉林省
粮食局局长李国强说，目前，联盟企业
已由最初的7家发展到33家。作为品
牌建设的载体，在水稻基地建设、优良
品种推广、优质产品开发、营销体系搭
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优质大
米生产上规模。

商务部10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1月份至9月份，我国对外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 820.2 亿美元，同比
增长5.1%。其中，对外承包工程新签
合同额 1545.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089.9亿美元，同比增长6.4%。对外
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35.5 万
人，9 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99.6 万
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5万人。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商
务参赞韩勇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
对外投资合作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主
要有5方面特点：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投资合作积极推进；跨境并购稳
步发展；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非理
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境外经贸合作
区建设成效显著；对外承包工程新签
大项目多，带动出口作用明显。此外，
前三季度相关主管部门共备案或核准
对外投资企业6568家，中方协议投资
额987.3亿美元。其中备案或核准非
金融类对外投资企业6536家，中方协
议投资额 920.6 亿美元；备案或核准
金融类对外投资企业32家，中方协议
投资额66.7亿美元。

“在全球跨境投资总体下滑、外部
投资环境不利因素累积的大背景下，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继续保持增
长，成绩来之不易。”商务部研究院对
外投资合作研究所副主任杜奇睿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能取得
目前的成绩主要有 3 方面因素。首
先，政府部门不断推进“放管服”改革，
规范和引导对外投资理性发展。今年
以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发
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
法》《关于引导对外投融资基金健康发
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加强
对外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建立了

“管理分级分类、信息统一归口、违规
联合惩戒”的对外投资管理模式，解决
制约对外投资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
题、障碍，激发企业投资活力。

其次，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内生动力增强。今年前三季度，企业
在商务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等领域投资比重继续
保持高位，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部分
企业国际化运营能力增强，充分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出
现的有利窗口期整合关键资源，取得了良好效果。

此外，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和“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成为我
国对外投资合作稳定增长的两大亮点。杜奇睿表示，1月份至9
月份，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增速比对外投资整体增速高
出一倍以上，在“一带一路”沿线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总量超
过 50%。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阶段
性、产业特点相适应，有利于企业在复杂多变的海外环境中实现

“走得快”与“走得稳”有机统一，是当前我国企业整合资源、
抱团出海的有效途径。截至9月份，我国企业在46个国家和地
区在建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113家，累计投资366.3亿美
元，入区企业 4663 家，总产值 1117.1 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
30.8亿美元。

“总体来看，2018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整体保持增长已无悬
念。”杜奇睿表示，但也应看到，对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不
利的因素在增加，需要高度关注、谨慎应对。例如，在中美经贸
摩擦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企业投资安全审查引发德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多国仿效；未来全球范围内流动性收紧的预期，
可能推高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的融资成本；包括“一带一路”沿线
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对跨国企业合规经营的要求快速提升，对我
国企业提升经营透明度、遵守国际商业规则惯例、切实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产品供给多元 区域特色突出

品牌建设促进粮食产业升级增效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前
三
季
度
对
外
非
金
融
类
直
接
投
资
达
八
百
二
十
亿
美
元—

—

我
国
对
外
投
资
合
作
整
体
保
持
增
长

本
报
记
者

冯
其
予

京张高铁最大站
主体结构封顶

本报北京10月17日讯 记者陈
果静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副司长张文红17日在京表示，为真实
反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银行贷款和
企业债券等的“接替效应”，今年9月份
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指地方政府

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
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
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
府债券。今年8月份，财政部发布《关
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
意见》，要求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和使用进度。张文红介绍，今年8月
份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进度

加快，对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等有明显
的“接替效应”。

数据显示，9月份当月，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为2.21万亿元，比上月多2768
亿元，比上年同期少397亿元。9月末，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97.3万亿元，同
比增长10.6%，增速分别比上年末和上
年同期低2.8个和3.8个百分点。

今年9月份起“地方政府专项债”纳入社融规模统计

10 月 17 日，财政部公布
的数据显示，1月份至9月份累
计，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37994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20356 亿元，专项债券 17638
亿元；按用途划分，新增债券
20113 亿元，置换债券和再融
资债券（用于偿还部分到期地
方政府债券本金）17881亿元。

其中，9月份，全国发行地
方政府债券7485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 745 亿元，专项债券
6740 亿元；按用途划分，新增
债券7044亿元，置换债券和再
融资债券441亿元。

日前，财政部部长刘昆就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政
策效应正在不断显现，包括加
快债券发行等，“在此过程中，
督促地方政府加快资金使用，
尽快发挥效益”。

据了解，经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批准，2018年全国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为209974.30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 123789.22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86185.08
亿元。截至 9 月末，全国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182592亿元，控
制 在 全 国 人 大 批 准 的 限 额
之内。

8月份，财政部下发《关于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
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至9月底
累计完成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比
例原则上不得低于80%，剩余
的发行额度应当主要放在 10
月份发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

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考虑到基建投资需
要在适宜的季节进行，故而专
项债券的发行不受原来规定的
季度均衡限制。此外，放宽对
专项债券发行的期限限制，允
许各地根据项目建设、债券市
场需求等合理确定专项债券期
限，以及简化债券信息披露流
程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发行
效率。

国内评级机构中债资信
10 月 17 日发布的报告指出，
今年三季度地方债发行节奏较
二季度显著加快，发行规模共
计23884.70亿元，环比大幅增
长100.48%。

在债券期限方面，统计显
示，1 月份至 9 月份，地方政
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6年，其
中一般债券6.1年、专项债券
5.9 年；平均发行利率 3.9%，
其中一般债券 3.9%、专项债
券3.9%。

今年5月份，财政部在《关
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合理
设置地方政府债券期限结构，
公开发行的一般债券，增加 2
年、15年、20年期限；公开发行
的普通专项债券，增加 15 年、
20 年期限。中债资信表示，
从实际发行结果看，三季度，
深圳、福建、内蒙古、河南、
浙江成功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
券；同时，内蒙古发行 20 年
期一般债券，厦门发行 20 年
期专项债券，长期限品种陆续
发行。

前三季度发行新增地方债券逾2万亿元——

地方债券发行提速
本报记者 董碧娟

10月17日，随着最后一组钢梁吊装到位，京张高铁清河站主站房钢结构正式封顶。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