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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笔者从兴业银行了解到，该行有
保有压，破立并举，有序地推动企业去产能
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截至 2017 年 11 月
末，该行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和平板玻
璃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各项信贷余额
818.04 亿，较年初下降 65.71 亿元，且信贷资
源向优质龙头企业倾斜，去产能和客户结构
优化成效显著。

近年来，兴业银行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化解
过剩产能的决策部署，重点抓住处置“僵尸企
业”这个牛鼻子，分类施策不搞“一刀切”，做好
加减法，在“破”与“立”上下功夫，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兴业银行企业金融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吴红
英介绍，今年以来该行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
前景，主动调整优化信贷投向和结构，“有保有压、
有扶有控”，对钢铁、煤炭、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实

施严格信贷管理，稳妥有序退出“僵尸企业”，持续
通过客户准入、行业限额管理、名单制管理等举措，
区分新增、维持、压缩、退出类型，实施差异化区别
管理，提高技术先进、环保达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要求的客户的授信占比，逐步压缩退出高消耗、高
排放等污染严重、产能落后的企业。

“特别是对于体量较大的钢铁、煤炭行
业，我们积极开展行业研究，进一步明晰行业
内企业的具体评价标准，优选客户、进退有
据，既满足了企业合理资金需求，也避免了在
去产能过程中‘ 一刀切’”。吴红英表示。

以该行煤炭行业结构调整为例，2014、
2015年煤价持续下行，以煤炭行业为支柱的
山西省受到较大冲击，包括山西省属七大煤
企在内的煤炭企业都承受巨大压力，不少成
员企业甚至出现亏损。兴业银行以去产能
为契机，主动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和客户结

构，一方面做减法，压缩中小低效产能煤矿
信贷规模，另一方面做加法，对省属七大煤企
中优质主体继续提供信贷支持、帮助其渡过
难关。截至11月末，该行在山西煤炭采选领
域信贷规模占比下降0.98个百分点，但对省
属七大煤企信贷支持则上升4.28个百分点。
随着全国去产能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政策
红利逐步释放、煤价逐步回升，该行重点支持
的客户盈利情况有所改善，信贷资产质量也
稳步提高。

在强化环保硬约束推动化解落后产能和过
剩产能、破除无效供给的同时，兴业银行还积极
发挥绿色金融领先者优势，在“立”上下功夫，优
先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推动
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助力培育发展新动能。

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罗施毅表示，
该行在重点聚焦水资源利用和保护、固废处理、

大气污染治理等传统优势领域绿色金融业务的
同时，也积极把握拓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绿色建筑、节能设备、重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工程等领域的业务机会，打好“蓝天保卫战”。
截至11月末，该行已累计为14012家企业或项
目提供绿色融资14070亿元，绿色金融融资余额
达6745亿元，通过利用绿色金融机制创新和绿
色金融发展，调整供给结构，促进传统粗放型经
济增长方式向绿色低碳和高质量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

“商业银行在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道路上、在
去产能的战斗中既面临风险防控的挑战，也迎来
业务结构调整的机遇，明年我行将坚持分类施
策，差异化管理，从总量去产能转向结构去产能，
更加强调支持高质量先进产能的加法和增量，加
快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吴红英
表示。

兴业银行破立并举支持去产能

因西宁电网改造的需要，西宁市以下地
区需停电，现通告时间如下，望广大用户做好
准备。因停电给您造成的不便，请予以谅
解。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恢复送电，任
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法》、《电力设施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私自攀登
电力变压器架及杆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
施，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违反法律、
法规的活动，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1月11日9:00-24:00
羚一路：华祥大厦、西宁大唐道物业公

司、金座晟锦配电室、索菲特大酒店（备）、千
家福家居、金座配电室。（停电原因：羚一路环

网柜电缆固定情况检查及消缺工作）
1月11日9:00-24:00

羚二十八路：西宁海湖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西宁海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青海银行
（备）、文汇园小区。（停电原因：羚二十八路环
网柜电缆固定情况检查及消缺工作）

1月15日9:00-24:00
银龙开闭所10kVⅡ母（龙K四路、龙K七

路）：银龙大厦（备供）、红波巷等。（停电原因：

配合银龙开闭所负荷转移工作）
1月16日9:00-24:00

银龙开闭所10kVⅠ母（龙K三路）：银龙
大厦等。（停电原因：配合银龙开闭所负荷转
移工作）

1月17日9:00-24:00
创一路：江苏苏兴建设有限公司、青海光

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青海妇女儿童医院、青
海路畅工贸有限公司、青海开博文化旅游公

司、青海金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青海兴川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停电原因：配合创一路线
路伐树及消缺工作）

1月17日9:00-24:00
创十二路：青海金联讯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青海锦国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煜
腾太阳能有限公司、青海众腾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青海绿草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海
雅乐纺织有限公司、青海喜马拉雅地毯有限
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公
司。（停电原因：配合创十二路线路伐树及消
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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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险胜广厦赢得强强对话

新华社华盛顿1月1日电（记者
王集旻）火箭队1日宣布，效力于该队
的全明星后卫哈登因腿部韧带拉伤，
将至少缺席比赛两周。

哈登是在火箭同湖人的比赛中
受伤的。在那场比赛中，火箭以148：
142击败湖人，终结了尴尬的五连败。

哈登伤停意味着火箭另一位全
明星后卫保罗将要承担更多压力。
保罗刚刚伤愈复出，状态也不错。
火箭、湖人之战哈登下场后，保罗
在双加时比赛中挺身而出，拿下了
全场 28 分中的 15 分，帮助火箭取
胜。

新华社堪培拉1月2日电 英国网球选手穆雷于
2 日宣布，自己将退出布里斯班赛，原因依然是自
2017年就困扰他的臀部伤势，就目前的情况看，穆雷
有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曾一度排名世界第一的穆雷原定将于4日迎来
在布里斯班国际赛的首场比赛。他受臀部伤势困扰
而在2017年7月输掉温网四分之一决赛，此后几乎
没有踏上过赛场。此次比赛原本被视为他在澳网前
的重要热身，但他在2日未能进行训练，随后告知组
委会他将退赛。

穆雷目前还将留在布里斯班对自己的伤情进行
观察，并且继续备战即将开始的澳网比赛。他说，自
己将于本周末作出决定，是留在澳大利亚，还是回到
英国。

又讯 WTA深圳网球公开赛2日在深圳龙岗国
际网球中心继续上演。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俄罗
斯选手莎拉波娃经过2小时22分钟的鏖战，以4：6、
6：3、6：2逆转美国选手里斯克，晋级八强。

赛会二号种子、去年法网女单冠军奥斯塔彭科
和赛会三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则爆冷不敌对手，无
缘晋级下一轮。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2日消息，来自美
媒体报道称，骑士主帅泰伦·卢确认，以赛亚·托马斯
（小托马斯）在1月3日骑士主场对阵开拓者的比赛
中复出，迎来个人赛季首秀。

这对骑士说是个利好消息。在此之前，小托马
斯连续两天参加了5对5对抗训练，展现出了良好的
竞技状态，并已完全摆脱臀伤困扰。

卢表示，小托马斯将在对阵开拓者的比赛中替
补出场，并且出场时间受限。另一方面，小托马斯暂
时不会出战背靠背比赛，也就是说，他并不会出战1
月4日骑士客战凯尔特人的焦点战。

谈及复出，小托马斯表示：“我已准备好为球迷奉献
他们所期待的东西，让本赛季变得特别。我臀部感觉好
多了，但我还没有节奏感，感觉像失去了力量似的。不过
一旦我回到球场，我有信心恢复100%的状态。”

德罗赞轰下52分带领猛龙战胜雄鹿
新华社华盛顿1月1

日电 NBA 常规赛 1 日进
行了 4 场比赛，德罗赞轰
下52分，带领猛龙通过加
时以 131：127 战胜雄鹿，
迎来主场12连胜；同样通
过加时赛，开拓者以 124：
120击败公牛。

猛龙坐镇主场迎战雄
鹿，德罗赞全场 29 投 17
中，13次罚球全部命中，52
分也刷新了猛龙队史得分
纪录，成为球队历史上第
三 个 得 分 超 过 50 的 球
员。在他之前，卡特和罗
斯曾分别拿到过51分。

猛龙主帅凯西在赛
后表示：“你可以看到德罗
赞活力十足的脚步，当晚
他就像一个超级明星。”

雄鹿主教练基德也为
德罗赞送上赞誉：“每当他
出场就十分危险，如今他
的得分范围扩展到三分线
外，对他而言比赛就更容
易了。”

雄鹿方面，布莱德索
拿下29分，安特托昆博得
到26分。

同日，湖人以 96：114
不敌森林狼；篮网以98：95
击败魔术。

1月3日
08:00 开拓者VS骑士

CCTV-5
08:30 马刺VS尼克斯
10:00 老鹰VS太阳
11:00 黄蜂VS国王
11:30 灰熊VS快船
1月4日
08:00 马刺VS76人
08:00 火箭VS魔术
08:00 尼克斯VS奇才
08:30 活塞VS热火
08:30 森林狼VS篮网
09:00 猛龙VS公牛
09:00 步行者VS雄鹿
09:00 骑士VS凯尔特人
09:30 勇士VS小牛
10:00 太阳VS掘金
10:00 鹈鹕VS爵士
11:30 雷霆VS湖人

火箭后卫哈登因伤至少缺席两周

骑士VS开拓者

小托马斯今迎赛季首秀
今日 08:00 开拓者VS骑士 CCTV-5

新华社南京1月2日电（记者王恒志）CBA联赛
2日展开第23轮的争夺，在榜首之争中，辽宁在客场
击败广厦，两队胜场再度相同。本轮多场比赛外援
表现抢眼，但辽宁、江苏、山东、新疆等多支球队的国
内球员表现，则成为影响比赛胜负走向的“X因素”。

本轮的焦点战当属广厦和辽宁之间的榜首之
争，这场比赛两队始终打得难分难解，辽宁始终保
持微弱领先优势，广厦一度在第四节追至 109：
109，但在最后 3 分钟里，韩德君和郭艾伦连续得
分，最终帮助辽宁在客场以121：115胜出。这场比
赛双方外援表现旗鼓相当，分别合砍 53 分（辽宁）
和 55 分（广厦），但郭艾伦拿下 29 分，韩德君也有
20 分进账，他们的出色表现是客队获胜的一大利
器。此役过后，两队胜场相同，广厦仍然排在积分榜
榜首。

坐镇主场的新疆更是赢在了国内球员身上。广
州三外援合砍69分，虽然新疆外援亚当斯拿下本轮
最高的53分，但若不是俞长栋、李根、西热力江、可
兰白克、孙桐林全部得分上双，新疆也未必能以
128：120拿下对手。

有国内球员发挥出色赢球的，也有因为国内球
员低迷输球的。在苏州主场迎战吉林的江苏队除了
易立得到10分，其他国内球员全部哑火，尽管布鲁
克斯砍下43分，也只能目送吉林104：96带走一场胜
利。做客福建的山东队也爆冷输球，两队的外援得
分几乎相同，但丁彦雨航只有15分进账，山东队其
他国内球员最高只有10分，而福建方面，赵泰隆一
人就砍下 28 分，福建全场投中了 24 个三分球，以
115：104击败山东。

本轮比赛数据榜上依然是外援唱主角，但他们
却不一定都能给球队带来胜利。天津外援杰特空
砍49分，难敌北控阿巴斯和兰多夫双双30分，并且
均取得两双数据，带领球队在主场以 114：111 胜
出。四川外援哈达迪和富兰克林合砍 72 分，其中
哈达迪拿到 35 分和 26 个篮板的豪华数据，但国内
球员表现平平的四川在主场以 101：115 被广东击
退，他们和八一同为 3 胜 20 负，依然排在积分榜榜
尾。

在当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山西在主场以 97：
116不敌上海，深圳以106：101击败八一，青岛以81：
94负于北京。

今日 19:35 同曦VS浙江

●北京时间1月2日，河北华夏幸福发布引
入人才的最新动态，即日起谢峰正式加盟。入
职后谢峰将担任俱乐部技术总监，一线队助理
教练。 据新华社电

穆雷穆雷

因臀伤退出布里斯班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