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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罚单

五银行违规输血楼市

在楼市高压监管下， 仍有银

行“铤而走险” 。 进入 11月以来，

仅仅两天时间银监系统就开出 62

张罚单。 记者注意到，11 月 1 日

-2日已经有 5 家银行因贷款违规

流入房地产市场被罚。

11 月 1 日， 宣城银监分局一

连对 2家银行开出 6张罚单，违法

违规案由均指向房地产业务。 其

中， 安徽广德农村商业银行因个

人贷款资金用于房屋按揭贷款首

付被处以 30万元罚款； 江苏吴江

农村商业银行广德支行被宣城银

监分局处罚 90万元， 其中单独因

个人消费贷款资金被挪用于购房

的行为被罚款 20 万元，同时，2 家

银行的相关责任人员也相应受到

罚款或警告。

除上述两家银行领罚外，11

月 2日，又有 3家银行也在该领域

受罚。 根据行政处罚信息显示，建

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被深圳银监局

罚款 80万元， 其中一项违规案由

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借道第三方流

入房地产项目。 同日，深圳福田银

座村镇银行被罚款 180万元，并没

收违法所得 13.6248 万元，违法违

规案由中也包括信贷资金违规流

入股市和楼市。 此外，上海银监局

当日对上海银行罚款 50 万元，并

责令改正， 该行被罚的原因是对

某同业资金违规投向资本金不足

的房地产项目合规性审查未尽

职。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中

心主任黄志龙认为， 随着央行连

续降准， 银行的可贷资金规模有

一定程度的改善， 银行间利率也

出现了回落， 但是实体经济仍然

较为低迷， 优质资产荒的问题依

然十分突出， 而房地产市场作为

强抵押的资产业务， 许多银行仍

然对这类业务比较偏爱， 甚至不

惜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

空欢喜

央行关注楼市杠杆率

事实上， 每逢央行降准、放

水， 总有一波利好楼市的声音出

现。 央行 10月初宣布的新一轮降

准也不例外。 有市场人士认为降

准给楼市释放了解渴的信号。

不过，这恐怕是一场空欢喜。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表示， 降准本身对房地产影

响并不直接，但会出现类似“房价

是否会反弹” 的顾虑，同时中介等

机构也会借机去炒作此类降准效

应， 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融资需

求依然是很强大的， 所以各类政

策一出台， 都会引起市场的广泛

关注。

但实际上， 监管层对于房地

产调控政策的态度一直没有放

松。 在 11月 2日发布的 《报告》

中，央行指出，近年来房地产业高

杠杆发展模式和房价过快上涨并

存，房地产行业风险有所上升，相

关风险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影响金

融体系，须予以高度关注。

《报告》显示，房地产金融领

域面临着信贷占比过高、 部分居

民违规加杠杆购房、 部分房地产

企业债务率过高等风险。 银行对

房地产行业的信贷敞口也较为集

中，2017 年末房地产贷款余额占

各项贷款余额的 26.8%，一旦房地

产市场出现剧烈波动， 银行业将

直接面临信用风险。

转赛道

发力租赁贷款市场

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杠杆率问

题，央行建议，保持房地产金融政

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范房地产

领域的不当和过度融资、出台房地

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加快建

立“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推动

“租购同权” ，调节长期供求关系。

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加快推进消费

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同时加

强风险管理，严厉打击挪用消费贷

款、违规透支信用卡等行为。

在黄志龙看来， 央行对于房

地产风险的重视， 也充分说明监

管部门对当前房地产调控的政策

不会有大的变化， 特别是对居民

的债务风险、 部分房企的债务率

过高的风险应给予足够的警惕。

严跃进也表示， 这充分体现了房

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和去风险的

导向。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近期

要做好平衡， 尤其是降准的大背

景下要把控资金的流动， 防范违

规进入房地产领域。

有分析人士指出， 商业银行

可以通过长租公寓项目辗转进入

房地产市场。 黄志龙认为，银行应

真正贯彻落实监管部门的精神，

不要心存侥幸， 同时坚决贯彻中

央支持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新方

向， 支持长租公寓相关业务的快

速发展， 一些银行也可通过合规

的方式直接进入长租公寓市场，

获取长期优质、 具有稳定现金流

的资产业务。

银监系统两天开出 62张罚单

银行违规输血楼市被罚

楼市调控政策保持从严态势， 记者注意到，11 月 1

日 -2 日仅仅两天时间就有 5 家银行因贷款资金违规

进入房地产市场而收到罚单。央行日前发布的《中国金

融稳定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更是直指房

地产高杠杆发展模式的风险。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楼市

调控政策并未放松，商业银行应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

模式和产品创新，可研究布局长租公寓市场，以获取长

期优质资产业务。

据《北京商报》

据《新京报》报道 近日，浙江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打

造“放心消费在浙江” 升级版消费

品质量市场反溯专项监督抽查，

抽查了蚕丝被、儿童家具、沙发、

墙漆涂料、 自镇流荧光灯等家居

用品。

在抽查蚕丝被产品时， 浙江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在贝贝

网、京东商城、拼多多、天猫商城、

网易考拉、网易严选、唯品会等七

大主流电子商务平台及杭州百货

大楼、 世纪联华等超市购买了蚕

丝被 30批， 经检验， 发现不合格

10批次， 批次不合格率为 33.3%。

产品不合格项目主要集中在纤维

含量、含油率、使用说明（标识）等

项目。

其中，一款标称商标为“富安

娜” 、标称生产企业为“深圳市富

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的

蚕丝被（雅逸桑蚕丝夏被 / 标准 /

白）（规格型号为 203cm×229cm�

500g）被检“填充物含油率” 不合

格。 一款标称商标为“恒源祥” 、

标称生产企业为 “上海恒源祥家

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的蚕丝被

（规格型号为 180×220）被检“使

用说明（标识）” 、“纤维含量” 不

合格。 欧普照明一款照明开关被

检不合格

室内照明开关产品监督抽查

中，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淘

宝、天猫、京东等三大主流电子商

务平台及百安居等实体市场购买

室内照明开关产品 49批， 不合格

8 批次。 其中不合格项目为标志、

耐热、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通

密封胶距离。

其中，一款标称商标为“OP-

PLE” 、标称生产企业为“欧普照

明电器（中山）有限公司” 的两位

双控开关 （两位暗装跷板式双控

开 关 ） （ 规 格 型 号 为

Y07G32A-TB� 10AX� 250V~m，生

产日期 / 批号为 20170410） 被检

“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和穿通

密封胶距离”不合格。

浙江市监局抽检：

富安娜蚕丝被、欧普照明开关等不合格

中国2030年或成

全球最热旅游地

据新华社 英国欧睿国际咨询公司 6

日预测，到 2030 年，中国有望取代法国，成

为全球最热门旅游目的地。

这家市场分析企业在英国首都伦敦一

场旅游行业会议期间发布报告， 显示全球

今年接待跨境游客 14 亿人次，比去年增加

5%；不少主要经济体 2018 年经济呈现较强

劲增长， 预计促使国际旅游业收入增长

11%；到 2030 年，跨境游客将再增加 10 亿

人次。

全球旅游业 8 年来增长速度超过经济

增速，大部分增长集中在亚太地区。得益于

经济增速较快、中产阶层规模扩大，亚太地

区消费者用于休闲娱乐的可支配收入更

多，今年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增加 10%，两倍

于全球范围平均增长率。

在亚太地区，中国表现尤为突出，按照

现有增长趋势， 预计到 2030 年将取代法

国，成为最受海外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工信部点名

华晨等 27家车企

新能源产品申报被叫停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 报道 11 月 7

日，工信部官网发布《特别公示新能源汽

车生产企业 （第 1 批）》， 长安标致雪铁

龙、华晨汽车、西虎汽车等 27 家企业被特

别公示。 公告称，对于被特别公示的企业，

暂停受理其《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公告》新能源汽车新产品申报。 申请移

出特别公示的企业，需通过《新能源汽车

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工信部

39号令）的考核。

这意味着，被“点名” 的 27 家企业，需

要重新接受工信部 39号令的资质审查。在

此之前，无法申报新能源汽车新产品。若不

能重新通过工信部 39号令的资格审查，将

面临撤销资质的风险。

今年 9 月 3 日，工信部官网发布《特

别公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第 1 批）》

拟上报企业清单，其中共有 30 家新能源汽

车生产企业因停产 1年及以上未生产新能

源产品，进入清单。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加入新能源造车的

行列， 新能源汽车结构性产能过剩风险加

剧，产业出现盲目扩张态势。对生产资质的

严管控， 有利于梳理新能源汽车整治新能

源产业的散乱局面， 并为新能源汽车产业

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也将倒逼着被

特别公示的企业加快产品研发与投入。

5家银行

贷款违规流入房

地产市场

9

0

万

元

1

8

0

万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