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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月部分宏观经济数据或放缓

国家统计局将于近期公布最新的
宏观经济运行数据。记者综合多方预
测，由于节假日因素及天气转冷影响，
年末属于投资和生产的淡季，2017年
12月的一些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或现放
缓。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团队
认为，从高频数据看，2017年 12月以
来高炉开工率呈波动下降趋势，同时，
发电耗煤率累计同比增速仍为负增
长。因此，工业增加值增速将有所回
落。预计 2017年 12月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6%，2017年全年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6.
6%。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表
示，由于 2017年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
都出现季末上翘特点，预计 12月工业
增加值增长可能加快至 6.
6%。
投资方面，连平表示，截至 2017年
11月末，本年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
累计增长 18.
7%，比此前明显加快，表
明年末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加快，预计增
长 17%左右。由于民间投资增速较低，
企业缺乏自主扩大投资的积极性，制造

业 投 资 需 求 难 以 持 续 提 升 ，增 速 在
4.
2%左右。当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可能放缓，但前期拿地积极有助于房地
产 投 资 走 势 相 对 平 稳 ，增 速 7.
2%左
右。预计 12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
为 7.
2%，与上月持平，
低于去年。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
表示，年末实体经济活动进入淡季，工
业、投资等指数增速放缓是正常现象。
2017年 12月制造业 PMI数据显示该
月出口继续向好，这有助于工业增加值
同比保持相对平稳。在服务消费拉动
下，消费需求继续向好，但由于统计口
径的因素，这一变化难以反映在其同比
增速上。北方户外项目施工因环保和
气候原因趋于停止，预计 12月投资增
速将继续回落。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也
认为，去年 12月的经济继续呈现平缓
下行压力，工业生产和投资等数据或出
现小幅回调，但在消费稳健增长、基建
投资托底、进出口持续修复等逻辑支撑
下，
短期下行压力不大。
申万宏源的报告则预计，2017年
12月的工业生产和投资均有望保持稳
定，消费和进出口小幅回落。工业生产
虽然会弱于 10月，但与 11月基本持
平。而 12月我国制造业投资低位运
行，但基建投资有小幅改善，因此预计
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将持平于 11月。
据经济参考报

茅台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距离万亿市值仅一步之遥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贵州茅台股
价在创新高的道路上根本停不下来。1
月 9日，A股“股王”贵州茅台股价再次
创出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收于 782.
52
元，总市值达 9830亿元，距离万亿市值
仅一步之遥。
1月 8日盘后贵州茅台发布公告
称，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8日宣布调
高茅台酒出厂价，现在为维护茅台酒品
市场，并兼顾消费者利益，公司要求各
级子公司必须按照每瓶 1499元销售
53度飞天茅台酒，建议销售商不囤货
捂售，不捆绑搭售，同时公司还计划春
节前增加市场投放量。1499元的指导
价较此前 1299元的零售价上涨了 200
元。而在零售端，飞天茅台缺货行情仍
在上演，
“1499元这个价格根本买不
值仅一步之遥，这个数字也超过了贵州
到”，一名烟酒店销售人员对北京晨报
省前三季度 GDP，统计显示，2017年贵
记者表示，如果有货的话一瓶飞天茅台
州省 1-3季度生产总值为 9500亿元，
的价格将逼近 2000元。
茅台市值将贵州省去年前三季度 GDP
2017年 12月 28日贵州茅台发布
远远甩在身后。作为贵州茅台的“忠
公告称经研究决定，自 2018年起适当
粉”，东方港湾资产董事长但斌近日表
上调茅台酒产品价格，平均上调幅度
示茅台是“活菩萨”，是给大家送钱的，
18%左右。当天股价大涨 8%。此次提
“当时我们说茅台要到
600元，很多人
价举动刺激了贵州茅台股价飙涨，北京
说贵了，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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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元，到
晨报记者统计发现，贵州茅台提价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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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话，
大概率会涨到让大家
宣布的 8个交易日以来，贵州茅台股价
目瞪口呆。
”
上涨了 95元，涨幅超过 14%。
尽管但斌的说法虽然受到市场质
9830亿元，贵州茅台距离万亿市

疑，但贵州茅台的股价却一直在创新
高，2017年年度涨幅超 100%，今年又
已经收获了超 10%的涨幅。 一边是
市场缺货行情上演，一边是公司股价持
续“飞天”，2018年茅台究竟还能疯狂
多久也成为 A股市场最大的悬念。
在茅台的带动下，白酒类上市公司
纷纷开启提价控货节奏，坐享消费升级
带来的红利。2017年以来，大多数白
酒上市公司股价持续大涨，其中水井
坊、五粮液、山西汾酒、贵州茅台等股价
涨幅超过一倍。
据北京晨报

商业银行委托贷款不得从事债券等投资

记者从中国银监会获悉：为规范商
担委托贷款的信用风险。
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不
业银行委托贷款业务，加强风险防范，
同时，
《办法》对委托贷款资金来源
得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册验资，不得用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银监会制定了
提出合法合规性要求，商业银行不得接
于股本权益性投资或增资扩股等。
《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于近日
受受托管理的他人资金、银行的授信资
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
正式发布。
金、具有特定用途的各类专项基金、其
没有专门制度对委托贷款业务进行全
《办法》明确委托贷款业务是商业
他债务性资金和无法证明来源的资金
面、系统的规范，
《办法》出台填补了委
银行的委托代理业务，商业银行作为受
等发放委托贷款。
托贷款监管制度空白，为商业银行办理
托人，按照权责利匹配原则提供服务，
此外，在委托贷款的资金用途上， 委托贷款业务提供了制度依据。同时，
不得代委托人确定借款人，不得参与贷 《办法》明确规定委托资金用途应符合 《办法》要求委托贷款资金用途应符合
款决策，不得提供各种形式担保；委托
法律法规、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 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
资金不得用于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禁
业务健康发展，
防止资金脱实向虚。
人应自行确定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对借
款人资质、贷款项目等进行审查，并承
止的领域和用途，不得从事债券、期货、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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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家上市房企销售额
3.
37万亿同比增五成

2017年，在“房住不炒”总基调
下，全国商品房成交量增速有所放
缓 ，但 上 市 房 企 销 售 规 模 再 创 新
高。1月 9日，中原地产研究中心公
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日前，
共有 31家上市房企公布 2017年销
售业绩，这些企业全年销售额合计
高 达 33758亿 元 ，相 比 2016年 的
21908亿元上涨幅度达到 54%。
上市房企中，碧桂园、万科、恒
大三家企业销售额超过 5000亿元，
其中碧桂园同比涨幅达 73.
4%。另
外，融创中国销售额达到 3652.
6亿
元，涨幅高达 143%。
“在公布销售业绩的 31家企业
中，除瑞安一家外，其他全线上涨，
大部分企业涨幅均超过 4成。”张大
伟认为，
“房企年度目标完成率平均
超过 100%，大部分企业超额完成年
度任务，千亿量级房企数量在 2017
年已经超过 16家。”
在全年销售业绩普遍正增长的
前提下，龙头房企转型加速，业绩上
涨幅度超过市场平均涨幅。房企越
大涨幅越快，市场分化继续加剧。
张大伟预计，2018年，房地产市场
依然将呈现龙头房企市场份额继续
扩大的趋势。
中国指数研究院研报指出，房
地产行业集中度在进一步增加。根
据中指院监测数据，2017年，共有
144家房地产企业跻身百亿军团，
较 2016年增加 13家，销售额共计
82099亿元，市场份额超过 60%。
“‘越大越强、强者恒强’的竞争
法则已成共识，格局分化加剧。”中
指院相关负责人分析指出，目前房
地产行业已进入资源主导阶段，规
模房企具有较强的资源集聚效应，
优势资源不断向大型房企倾斜，中
小型房企生存压力进一步加剧。
从城市布局来看，2017年，热
点一二线城市在严厉的政策调控下
成交规模明显缩减，部分二线及三
四线城市释放市场机遇。中指院的
数据显示，50家百亿规模企业在二
线及三四线城市业绩贡献占比分别
为 61.
2%和 18.
2%，较 2016年增长
5.
4和 1个百分点，一线城市则下降
6.
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规模百亿以上的房
企在重点城市销售额仍然较高。其
中，千亿房企、500亿以上规模房企
在十大城市销售额市场占有率均值
分别达 26.
7%、37%。值得注意的
是，热点城市竞争门槛提升导致集
中度更高，如 500亿规模以上房企
在北京、杭州、南京、天津的销售额
市场占有率超 40%。
中指院认为，未来随着房地产
多元供给体系逐步完善、长效机制
加速建立、资金面继续收紧，这些规
模房企需在大规模抢收后保持清
醒，早应对行业变局。
据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