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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下调多国信用评级展望

新华社北京11月 11日电（记者罗逸姝）11
月 9 日，在第十届财新峰会上，多位银行家就银
行业转型改革进行了热烈讨论。业内人士指
出，将持续管控房地产开发贷款，坚持“房住不
炒”的基调，同时利用金融科技的支持，持续推
进小微金融服务和普惠金融。总体而言，专家
指出，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适
应性，统筹全口径投融资服务，做好对制造业和
普惠金融的支持。

“今年前九个月，我们房地产开发贷只新增了
370多亿元，主要是住房按揭，集中在首套房按揭、
公积金贷款、住房租赁贷款三大领域。”建设银行
行长刘桂平表示，在近五年的时间内，建行对于房
地产开发贷款一直是管控的。

刘桂平指出，房地产行业“房住不炒”的基
调仍应坚持，至于建行传统住房金融业务的转
变，刘桂平表示，将运用建设银行在住房金融领
域的业务积累和国有银行所集聚的资源，帮助
构建一个健康的房屋租赁市场。目前建行打造
的五个平台已初步探索出了一个整体解决住房
租赁市场的方案，覆盖 94%的地市，上线房源超
过 1700 万套。

另一方面，银行业向小微金融服务和普惠
金融方面持续推进。在峰会上，刘桂平披露，
截至 2019 年三季度末，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
额突破 9000 亿元，今年新增近 3000 亿元，并预
计今年普惠金融贷款将突破 1 万亿元。工商
银行行长谷澍同样表示，到今年 9 月末，工行
普 惠 贷 款 增 长 超 过 50% ，普 惠 贷 款 不 良 实 现

“双降”。
“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我

国普惠金融已经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浙商银行董
事长沈仁康此前表示，“银行应通过创新不断提升
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浙商银行利用区块链技术去
中心化、公开透明等特性，将应收账款改造成为区
块链债权流转工具，针对性解决应收账款登记、确
权等难题。

谷澍指出，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提升对实体经
济的适应性。第一，要统筹全口径的投融资服务，
以满足实体经济日渐多元的需求。同时，要支持
制造业、做好普惠金融服务，并发挥好金融科技的
引领和支撑作用。最后，要建设好提升适应性的
制度和机制。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适应性，是一
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制度创
新和治理能力建设。”谷澍表示，因此需要强化
指标导向，按照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核心
要求，持续完善衡量金融适应性的评价指标体
系。需要强化政策护航，提高对制造业、普惠
金融等领域的考核权重，完善内部定价机制，
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授权管理，落实尽职免责
制度。

银行业加速银行业加速转型转型

力挺实体经济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
秦天弘）据外媒报道，国际评级机构穆
迪公司近日接连下调了南非、印度、英
国等多个国家的信用评级展望。分析
认为，受全球贸易摩擦及英国“脱欧”
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全球各
国经济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威胁。

脱欧导致英国决策脱欧导致英国决策““瘫痪瘫痪””

据法新社报道，国际评级机构穆
迪 8 日将英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

“稳定”下调至“负面”，评级仍维持在
Aa2级。理由是英国在围绕“脱欧”争
论不休的背景下面临越来越大的政策
性挑战。穆迪称，英国经济发展乏力，
久拖不决的“脱欧”进程令事态更为严
峻，未来有可能再次下调英国的主权
信用评级。

穆迪在一份声明中说：“‘脱欧’
时代决策过程的特点是日益迟钝，
有时甚至是瘫痪，说明了传统上彰
显英国制度框架的能力和可预测性已
经消失。”

据穆迪分析，目前英国的公共债务规
模高达 1.8 万亿英镑，占年经济产出的
80%以上，而由于未来政府支出将继续增
加，当前的债务规模也可能增加，高负债
的状况在未来3到4年内不大可能改变。
穆迪还表示，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
导致投资减少，未来英国的经济增长率或
将下滑。

目前，标准普尔对英国评级为AA，是
第三高投资等级，评级展望是负面；惠誉
的评级为AA-，今年2月将英国的信用评
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英国央行7日发布货币政策报告称，
基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以及对英国“脱
欧”情况的新假设，与8月份的预测相比，
英国未来三年的经济增速下降1%。预计
2019 年第三季度英国经济将增长 0.4%，
第四季度将回落至0.2%。英国央行表示，
英国与欧盟达成的新“脱欧”协议已经降
低了“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但由此造成
的海关边界成本将使未来 3 年内的英国
经济承压。

分析认为，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
为疲软的经济增长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尽管失业率依然很低，但英国的商业投
资目前已经下滑了 11%。目前，英国经
济增长缓慢，第二季度甚至出现了萎
缩。鉴于美国、亚洲和欧元区的经济数
据都显示出增长放缓的迹象，市场预计
英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可能出现更为糟糕
的数据。毕马威英国公司的首席经济学
家雅艾尔·塞尔芬表示，由于最终的英欧
贸易协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不确定性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将导致
商业投资和整体经济增长比英国央行目
前预期的更为疲弱。

印度经济改革效果乏力印度经济改革效果乏力

在英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被下调之
前，7日，穆迪将印度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

“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该国经济增
速持续低于以往水平的风险不断上升。穆
迪 目 前 给 予 印 度 的 主 权 信 用 评 级 为

“Baa2”。由于评级展望已调至“负面”，这意
味着短期内印度主权评级不太可能上调。

穆迪表示，这种下调部分反映了印度
政府及其政策在解决“经济和制度疲弱”方
面效果乏力，而经济和制度疲弱导致本已
很高的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穆迪的一份
报告指出，尽管印度政府支持经济的措施
有助于减缓印度增长放缓的程度和持续时
间，但农村家庭中长期的金融压力、就业创
造疲弱加上最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紧
缩，都可能让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针对穆迪的评级下调，印度政府做出
激烈回应。印度财政部8日表示，印度经
济基本面强劲，通胀压力受到抑制，债券
收益率也处于低位。印度财政部在一份
官方声明中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
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和其他改革，这
些措施将给印度带来积极的前景，并将吸
引资本流动和刺激投资。

分析认为，尽管印度财政部对印度经
济的前景信心十足，但没有对穆迪有关评
级下调的理由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据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道称，
2017年，穆迪曾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从
投资级中最低的Baa3上调为Baa2。市场
普遍认为这是对印度改革议程的认可。
但在7日的报告中，穆迪表示，“自2017年
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上调以来，有效实
施这些改革措施的前景已减弱”。

为应对经济增速放缓，印度自8月份
以来已经进行了 4 轮经济刺激措施。但

现有的数据表明，印度经济增速并没有得
到多少提振，今年第二季度印度经济同比
增长 5%，增速为 2013 年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印度经济也难以为劳动力创造充足
的就业岗位，最新数据表明，2019 年 10
月，印度失业率已经升至8.5%，为2016年
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低至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低至
““负面负面””

除英国和印度之外，穆迪日前也将南
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低至“负
面”，穆迪表示，下调评级展望反映了“南
非政府无法通过经济增长复苏和财政整
顿阻止财政状况恶化的重大风险”。

南非财政部长蒂托·姆博韦尼日前表
示，到2022年至2023年，南非国家债务可
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70%。穆迪目前
给予南非的主权信用评级为“Baa3”，这是

“投资级”中最低一档。穆迪警告称，由于
南非政府未能解决经济增长放缓和抑制
负债进一步升高，南非信用评级可能很快
会落入“垃圾级”。穆迪是三大国际评级
机构中唯一没有下调南非信用评级的，另
外两大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和惠誉在2017
年就已先后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降至“垃
圾级”。

今年以来，由于南非国营电力公司
Eskom 正面临危机而导致反复停电，工
厂、矿场、商店和冶炼厂都遭受不同程度
的打击，这被视为南非经济面临的最大威
胁。据南非统计局数据显示，南非今年第
一季度经济同比萎缩超过3%，第二季度
得益于矿业增长经济增速反弹至 3.1%。
但受近期陆续发生的暴力排外骚乱影响，
南非第三季度经济表现再度走软。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年南非经济增
速仅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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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泸沽湖+邛海双飞6日 1880元 鼓浪屿+武夷山+土楼+泉州南少林双飞8日 1280元 买一送一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6日 1850元 昆明+丽江+大理+版纳四飞8日 3990元 买一送一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 2180元 重庆+三峡+宜昌双卧8日 250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 1280元
黄果树瀑布+荔波大小七孔+西江苗寨双飞6日 890元 海南双飞6日 1880元 华东五市双飞6日 2550元
西安+延安双动4日 148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黄龙洞双飞6日 2100元 +桂林双飞8日 3080元
黄山+九华山+千岛湖+西递宏村双卧8日 2590元 沈阳+哈尔滨+吉林+长白山+雪乡+亚布力双飞6日 2680元
恩施大峡谷+梭布垭石林+腾龙洞+土家女儿城+叶挺纪念馆双卧7日 1580元 重庆+贵州双飞6日 1290元
专列/九江+婺源+景德镇+贵阳+安顺+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15日 11月15日 3380元
专列/岳阳楼（洞庭湖）+贵州千户苗寨+黄果树+镇江+广州+深圳+珠海14日 12月8号 2880元

青海艳阳天国际旅行社

旅游热线：0971-6117648 6117649 18097185419 18935589085 19809740878

北京天津单飞/双飞6日游 11月17/18/20/22/24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480元/人起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双飞6日游 11月17/20/24/27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500元/人
云南海南三飞11日游 11月16/19/21/23/2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200元/人
海南双飞6日游（全程0自费） 11月17/20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000元/人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一价全包，0自费） 11月17/19/21/24/2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700元/人
海南桂林三飞10日游 11月15/18/20/22/25/27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100元/人
厦门鼓浪屿曾厝垵武夷山双飞9日游 11月16/19/23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100元/人起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11月14/1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000元/人
长沙韶山张家界袁家界黄龙洞天门山凤凰古城双飞7日游 11月18/25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600元/人
成都峨眉山乐山大佛熊猫基地都江宴双卧7日游 11月25/30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100元/人

青海湖国际旅行社咨询电话 :8236700 8235911

报名地址：南大街18号锦园大厦4楼（大十字西宁书城正对面）其他线路来电详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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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7日游（12月6、13、20日） 3990元
曼谷+芭提雅+沙美岛6日游（11月28日） 3990元
歌诗达威尼斯号邮轮（上海-长崎）8日游 5290元起
新加坡、马来西亚+巴淡岛8日游 3990元
曼芭普+斯米兰10日游(11月24、27日) 6280元
巴厘岛9日游（12月6、13、20、27日） 4680元
泰新马10日游（12月1、8、15、22日） 4780元
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4日（12月17日）9990元
马尔代夫7日游（12月15日） 10800元起
澳大利亚、新西兰12日游（11月25日） 11100元
南非8日（12月7日，1月4日，2月1日） 1199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天门山/苗寨/凤凰古城双飞6日 2780 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11月17、19、21日) 2880元
三峡+张家界双卧11日游（11月21、25日） 3980元
海口双飞7日游（11月18日，仅此一班） 1680元
峨乐都青+熊猫基地+蜀南竹海双卧6日游 1980元
昆大丽版四飞8日（11月16、21、23日） 2280元
重庆双卧纯玩7日游 2280元
昆明/大理/丽江+海口/兴隆/三亚3飞10日游 3880元
贵州双飞6日游（每周二、周五发班） 1680元
海南+桂林3飞10日游（11月15、17日） 2880元
西昌/泸沽湖/螺鬓九十九里温泉/邛海双飞6日游 21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