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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回升 资产质量趋稳
——上市银行2017年报观察

截至目前，多家上市银行
的2017年报已经披露。盈利
能力回升、资产质量好转，是各
家年报展现出的共同特点。专
家认为，这受益于国内经济形
势的好转，也与各银行主动调
整业务结构、提升风险管控能
力密切相关。数据显示，2017
年，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实现
净利润分别为 2875 亿元、
1931亿元、1724亿元、2422亿
元，净利润增速为3％、4.9％、
4.76％、4.67％。这与前几年
四大行几乎零增长的利润相
比，是明显的变化。

在股份制银行中，招商银
行 2017 年净利润为 701.5 亿
元，同比增长13％，为近年来
的高值；民生银行实现净利润
498亿元，同比增长4.12％。

专家认为，净息差企稳回
升带动净利息收入增长、资产
质量好转是带动银行盈利能力
回升的主要因素。年报数据显
示，2017 年工行利息净收入
5220亿元，同比增长10.6％；
农行利息净收入4419亿元，同

比增长11％；中国银行利息净收
入同比增长10.57％；建行利息
净收入同比增长8.3％。

资产质量好转是上市银行
2017年的一大亮点。2017年末，
工行不良贷款率较上年下降0.07
个百分点至1.55％；农行不良贷
款出现双降，不良贷款余额比上
年末下降368亿元，不良贷款率
下降0.56个百分点至1.81％；建

行不良贷款率较上年下降0.03
个百分点至1.49％；中国银行
不良贷款率为1.45％，同比降
低0.01个百分点。

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也普遍下降。2017年末，中信
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平
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较上
年下降 0.01、0.01、0.26、0.04
个百分点。

在各大银行的高管看来，
银行资产质量的好转，离不开
经济形势的好转，也与银行自
身的努力分不开。随着经济的
转型升级，银行在对信贷结构
进行调整，贷款结构的优化增
加了利润来源，也减少了不良
贷款产生的风险。

农行对产能过剩行业、不良
率高的高风险行业加大限额管
控，这些领域的贷款余额下降
4000多亿元。贷款收回后再投
放到安全领域，使得当年新形成
的不良贷款率明显下降。中信
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股
份制银行则发力零售业务，零售
成为其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
点。2017年平安银行零售业务
净利润同比增长68.32％，在全
行净利润中占比达67.62％。

农行副行长张克秋表示，
受益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的
趋势，农行盈利增长的基本面
稳定，乡村振兴战略、“十三五”
规划、业务转型等都带来很多
发展机遇。

据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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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城乡共美的幸福之
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管
理精细化工作，致力打造颜值与
气质并重，更具幸福感、更富内涵
魅力的美丽珠海。

作为城市管理执法的主力
军，珠海市城管执法部门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以

“提高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
平”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谋民
生之利，解民生之忧，积极探索创
新市容治理方式和公众参与渠
道，努力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不断推出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市容环境日渐整洁有序，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在我市斗门区，“提高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的工作同样如火
如荼。由于受市区工业转移、农
民向市民转化、农村向城镇转变
等因素影响，店铺占道经营影响
市容环境秩序的问题，一度成为
难以治愈的“顽疾”。

但是，近年来，这种现象正在
悄然改变。

“这两年变化很大，现在店铺
外面已经极少看到占道经营，市容
环境真是大变样了。”斗门鲜乐三
文鱼店主黄女士说，“自去年‘门前
三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店里的生
意更好了，月营业额增加了一到两
成。现在每天凌晨收摊之后，我都
会把店前垃圾清理的干干净净，已
经形成了习惯。客人看到环境好，
也更愿意来就餐。”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斗
门，像黄女士这样积极遵守规定
的店家已是大多数，大家已经形
成默契，愿意为营造更好的家园
环境出一把力。

定方案、立规矩，舆论先行

“无规矩不成方圆”，治理占
道经营必须先立规矩。斗门区城
管执法局局长管博介绍，从2015

年开始，以斗门区办公室的名义，
陆续出台了《斗门区“门前三包”
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井岸城
区朝福路等路段实施严管路管理
工作方案》等多项规定，为落实

“门前三包”和严管路奠定了基
础。

为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斗门区城管执法局“粮草未动、舆
论先行”，深入群众、加大宣传，让
广大群众、商户知道严管路和“门
前三包”工作的实施范围、实施时
间和实施标准。

斗门区城管执法局的宣传攻
势主要包括三招：一是统一制作
和派发“门前三包”专题宣传册，
二是利用步行街大型电子屏开展
户外宣传，三是在区有线电视台
每天播放“门前三包”宣传片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通过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斗门群众渐渐意识到，
如果全区上下不形成合力，斗门
的市容市貌不可能改观。

思想统一了，人心思变了，事
就好办了。

明责任、定职责，多元共治

结合“市容管理精细化”目
标，斗门区“门前三包”坚持属地
为主，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
明确了“门前三包”责任制和严管
路管理工作的实施主体为属地镇
政府、街道办，责任主体为沿街商
户和单位。

各镇街按照《实施方案》的要
求，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层层分解
工作任务，由属地居委会会同城管
中队片区执法人员上门与沿街商
户、单位签订《责任书》，以责任书
的形式明确商户门前三包的范围
和内容，使商户和单位明确自身所
要承担的职责，变过去的被动管理
为现在的主动管理，从而达到了提
升城市管理效能的目的。据了解，
目前斗门区各镇政府、街道办已经

与商户、单位签订了《“门前三包”
责任书》4734份。

在实施“门前三包”责任制过
程中，斗门区城管执法局因地制
宜，实施人性化管理，对于违反“门
前三包”责任制的行为，城管执法
人员则本着“教育劝导为先”的原
则，结合入户宣讲的方法，做好教
育劝导，让商户明确“门前三包”的
具体职责，使商户更好地执行和落
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规定。

从2015年开始，由区、镇各
出资50%，在全区增聘64名城管
协管员，加强了管理和执法巡查
频率，对于商户违反“门前三包”
行为的，当场予以纠正，让商户逐
步养成不占道经营、堆放，不乱拉
挂、不乱倒垃圾、不乱设置广告牌
的良好行为规范。

刚柔并济 奖惩并举，攻
克“顽疾”

“据统计，近三年来我局立案
处罚占道案件176宗，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14宗。从历年的统计
数据来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
案件每年呈下降趋势。由此可以
看出，通过加大宣传和向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自主意识
不断加强，也达到了整治新高
度。”斗门区城管执法局局长管
博介绍说。

在前期宣传发动和教育劝导
阶段结束后，斗门城市管理执法
局明确要求各执法中队加强对商
户违反“门前三包”行为的处罚力
度，特别是对于屡教不改的商户，
严格按照《珠海市门前三包责任
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
罚。

根据区城管执法局统一部
署，各执法中队严格开展“门前
三包”的巡查执法工作，对于严
管路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发现一
宗查处一宗，绝不手软；对于严
管路范围外的违法行为，在多次
劝导无效的情况下，严肃进行查
处，该采取扣押占道物品强制措

施的必须采取强制措施，该给予罚
款处罚的必须予以罚款；对拒不履
行处罚义务的当事人，一律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所有处罚案件一律执
行到位。

自2016年实施门前三包责任
制考核以来，共评出了文明商户
281 户次，发放奖金 140500 元。
2016年，出台《斗门区“门前三包”
责任制考核办法》，每个季度组织
一次考评工作，通过各镇街自评和
区数字城管指挥中心现场核查的
方式，全区每季度选出文明商户
45 户，并给予每户 500 元奖励。
对于不按规定履行“门前三包”责
任制的商户，按照法规的规定顶格
处罚。

奖罚明确，才能保证整治取得
实效。如今，责任商户从不自觉、不
配合转化为主动履行和配合“门前
三包”责任制的落实，形成了“以先
进带动后进，后进赶超先进”的良好
氛围，强有力地促进了斗门市容环
境的提升。

斗门城管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

“门前三包”让生活更美好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人
人参与、人人尽责是共建共
治共享的基础，但要做好这
件事并不容易。

斗门区城管执法局的
做法，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
启示：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中，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
行政主导作用。所谓主导
作用，并不是下个通知、发
份文件，而是要摒弃命令式
的管理思维，做一个行动的
发起者、规则的制定者、比
赛的裁决者。在公平公正
的前提下，把个体汇集起
来，形成攻克难关的强大力
量。

社会治理成功的关键
是参与者能否获利，能否通
过共建共治从而达到共
享。通过“门前三包”责任
制的落实，斗门市民和商家
参与、尽责，收获了洁净有
序的市容环境，从而实现了
共建、共治、共享的统一。

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斗
门“门前三包”责任制称得
上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
案例，值得点赞。

共建共治的
成功在于共享

上市银行上市银行20172017年报年报

据新华社上海 4月 3 日电
隔夜美国股市再现大幅下跌，令
全球股市受到波及。周二A股
延续调整且跌幅有所扩大，两市
成交则降至4900亿元以下，较前
一交易日明显萎缩。

当日上证综指以3130.01点
跳空低开，全天都在阴线区域弱
势运行。盘中沪指探低3119.13
点，尾盘收报3136.63点，较前一
交 易 日 跌 26.55 点 ，跌 幅 为
0.84％。深证成指收报10754.29
点，跌98.66点，跌幅为0.91％。
前一交易日表现相对抗跌的创业
板指数当日走势较弱，跌1.46％
后以1872.47点报收。中小板指

数 收 报 7345.32 点 ，跌 幅 为
0.69％。沪深两市近2400只交
易品种随股指收跌，远多于上涨
数量。伴随股指下行，大多数行
业板块录得跌幅。机床设备、传
媒教育、互联网，以及前一交易日
涨幅领先的 IT设备跌幅居前。
饲料、酿酒造酒、生物科技等板块
逆势上涨，不过幅度都比较有限。

与前一交易日逾5700亿元
的总量相比，当日沪深两市成交明
显萎缩，合计降至4900亿元以下。

伴随投资者对贸易争端担忧
加剧，隔夜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受此影响，全球多数股市下跌，A
股也受到波及。

新华社香港4月3日电 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3日在香
港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香港上市
规则修订或于下半年正式落实，
更多新经济公司将来港上市，全
球投资者将更关注香港的新股
市场。

德勤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首季度，64只新股在香港上市，
同比上升 64%；集资 244 亿港
元，同比上升84%。

德勤中国全国上市业务组联
席领导合伙人欧振兴指出，由于
GEM（以前称创业板）比以往更
活跃，今年首季新股数量创新
高。一些香港市民熟悉品牌的上
市，也推高了市场投资热情。因
此，纵使有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等
影响，香港新股市场在今年前三
个月整体表现仍强劲。

今年首季度，在全球新股集
资额排行中，上海和香港的证券
交易所分别落后于纽约、法兰克
福及纳斯达克。

欧振兴表示，纽约证券交易
所在全球市场上领先，主要原
因是它吸引到了超大型和科技
新股的发行，这些新股每只集
资额至少达100亿港元，也因为
相似原因，法兰克福证券交易
所和纳斯达克分别排名第二和
第三。

德勤对2018年香港新股市
场的预测维持不变。预计全年香
港将迎来150至160只新股，集
资额达1600亿到1900亿港元，
其中至少将有5只与医疗保健、
互联网金融和科技板块有关的超
大型新经济概念新股。

欧振兴表示，现在香港上市
制度改革，包括已于2月中生效
的全新的主板和 GEM 上市要
求，为允许尚未通过任何主板财
务资格测试的生物科技公司、同
股不同权的创新新经济企业上
市，以及为便利第二上市通道而
作出的上市规则修订，将推动香
港资本市场更上一层楼。

下半年将迎来更多新经济公司上市

香港新股市场引全球关注

据新华社武汉4月3日电
武汉市人民政府日前通过的
《2018年建立租购并举住房制
度实施方案》提出，今年将通过
新建、改建、配建、长租等多种
渠道筹集租赁住房不少于3万
套（间），约100万平方米；扶持
发展不少于5家、运营管理租赁
住房5000套（间）以上规模的
住房租赁企业；组织开展至少1

个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项
目试点；完善住房销售管理办法，
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健全房地
产市场发展长效管理机制。

2018年，武汉将通过多种渠
道有效增加租赁住房供应。6月
底前，武汉将组织市属国有企业
开展闲置房源清理。9月底前，
制订出租赁住房用地供应计划，
组织各中心城区申报、落实至少

1个租赁住房新建或者配建项
目，完成土地挂牌工作；同时，
启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
房项目试点，完成试点项目立
项、规划、用地、建设等环节批
准程序和项目拆迁安置等工
作。11月底前，督促高标准建
设长江青年城、青年苑住房开
发项目，规范发展“商改租”和

“N+1”（租赁住房空间利用）改

造，并探索利用“城中村”改造
产业用地建设租赁住房。

此外，武汉将于2018年11
月底之前，落实住房租赁试点企
业税收优惠政策，对“商改租”等
住房租赁试点项目按照民用标
准收取水、电、气费等相关费用，
减轻住房租赁企业负担，并协调
相关金融机构，为住房租赁企业
提供金融支持。

武汉实施住房租购并举方案

年内至少筹集3万套租赁房

□本报记者 高松 苑世敏

记者手记

斗门区“门前三包”坚持属地为主，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