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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马锡全部减持
民生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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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国际去年
亏 !亿港元

2B8C=2 $$#I

本报讯
#©û¿ "$$&"À°l #% ë

nì0"$$)"ÁÂÃ ,ënì% &'Äh!Á

Â?Å� ÆLGH�²YZ.¾~�.ù

Ç¤©È=>YÉCÊÁÂ%

Qz�Cwà³jjo0#)�!WXo)

ËÌ! #©û¿ÍÛ´µsÎÏ* +B�

"$$)" ## 7 & �ÐÑ,"$$) ""¸j ,,$

�nì+TÒ "'$�ì?G¢,%

JKLMNOPQ

KR %&ST

据新华社合肥
!

月
"#

日电 !记者张

毅 崔颖"

ÓûÔÅÕÖ×Ø?÷ÙÚ(Û

Ü×Ø&'!#' �ÏÝÞK�Vßàx=

ÔÅáÒ?6Õâ#6ãäØÜå 2!!o

jª�[äØð�K�æÔÅÕÖ#6ã

äØ% ÛÜ&'��Òip#6ãçèØ

ÕÖÜå*éêØÕÖëì!®|!ÛÜ&

'íoäØÕÖÛÜ( #6ãÕÖÜå*

ëì(îØÕÖ�Ü�YÕÖ%

Qpï! ¹"�ÜåÕÖ�Xu % æ

àØx=!ëìÕÖfu +æàØ�½%

UVEW SXEY

!

陈 平
沪深股市近期的走势# 颇让人捉摸不

透#欲上却下#欲下却上$ 有些人是赚了指

数倒赔钱# 有些人则是两头受气# 追涨杀

跌#两头都不讨好#白为证券公司打工$

一些操盘高手#则有滋有味地来回赚

差价#乐不可支$他们能够如此#是因为坚

持一点%上去不贪#下来不慌$

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国民经济

没有走好或企稳之前#股市要想反转走牛

就缺乏基础#也没有底气#如果人为的制

造&牛市'#终究也要因违反股市内在规律

而受到惩罚#这在沪深股市的历史中不乏

例子$ 因此#对于受各种因素而不时出现

的反弹#不能企望它就此转牛#会涨得很

高$ 聪明的做法应该是适当控制自身贪

欲#见好就收$

沪深股市自
!""#

年
$%

月
&'

日高见

沪综指
'&!(

点回调至今# 最低见沪综指

$''(

点#跌幅达
#%)

以上#近日也在
!%%%

多一点左右晃荡#调整时间之长#调整幅

度之深#实为罕见$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从牛熊市转换规

律来看# 两市目前应处在一个底部区域$

尽管金融危机百年一遇# 但天不会塌下

来#世界末日更不会到来$ 办法总比困难

多#事实上#各国政府无不采取了并还将

采取各种应对措施$温总理答记者问时表

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
*

我们做了长期的(

困难的准备
*

我们预留了政策空间$ 也就

是说
*

我们已经准备了应对更大困难的方

案
*

并且储备了充足的&弹药'

*

随时都可以

提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

困难时刻#信心比黄金还要重要$既

然政府都已下最大决心应对金融危机 #

做为投资者# 有什么理由害怕呢) 百年

一遇的危机#也是百年一遇的机会#这是

事物的辩证法决定的$ 因此# 经过大幅

下跌的股市若继续下行 # 用不着惊慌 $

把握得好 # 就正应了温

总 理 在 记 者 会 上 所 说

的# 莫道今年春将尽
*

明

年春色倍还人$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
(

曹 健 主编
)

陈海虹 美编
)

许 丽财经新闻
! "

!

月
"#

日!交通银行正式对外发布
$%%&

年度业绩"

$%%&

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和实体经济的全面衰退!交通
银行秉承一贯的稳健经营理念! 积极应对变化的市场环境和
各种风险因素!继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积极推进经营
发展模式转变和业务结构调整! 促进了各项业务持续健康发
展 " 全年实现净利润

$&!'#!

亿元人民币 ! 比上年增长
(%'%)*

"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审计口径! 截至
$%%&

年
+,

月
!+

日!交通银行资产总额达人民币
,-.&,#'(/

亿元!负债总额达
到人民币

,).!,&'),

亿元 ! 股东应享权益合计人民币
+.

(#-'-,

亿元!分别比年初增长
,/'+!*

#

,&'++*

和
+,'-+*

"全
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

亿元!比上年增长
(%'%)*

$每股
收益人民币

%')&

元!比上年增长
!&'+%*

" 根据英国%银行家&

杂志公布的
,%%&

年全球
+%%%

家银行排名!交通银行总资产
排名位列第

--

位!一级资本排名位列第
)(

位"

从本次年度公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交通银行
,%%&

年经营
业绩呈现诸多亮点'

沉着应对复杂形势!经营成果显著提升" 面对复杂多变的
经营形势!交通银行沉着应对!较好地把握机遇!积极有效化
解风险!保持了各项业务的稳步增长"

,%%&

年末!客户贷款余

额比年初增长
,%',#*

至人民币
+!.,&)'#%

亿元!客户存款余
额比年初增长

+#'#(*

至人民币
+&.-)&'+)

亿元" 平均资产回
报率

+'+#*

!比上年提高
%'+!

个百分点$平均股东权益报酬
率

,%'+%*

!比上年提高
+'#(

个百分点"

业务结构持续改善!息差水平明显扩大" 交通银行大力调
整公司业务信贷结构!截至

,%%&

年末!境内行对公贷款的客
户结构按

+%

级分类 !

+0)

级优质客户贷款余额占比达到
&%')%*

!比年初提高
-'+

个百分点"

,%%&

年!交通银行净利息
收入达

-)&'-,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

$净利差和净边
际利率分别达到

,'&&*

和
!'%,*

! 比上年分别提高
+%

和
+/

个基点!息差水平明显扩大"

提升服务创新产品! 中间业务持续增长" 交通银行银行
卡#托管#国际结算等优势传统中间业务得到进一步发展!银
行卡#托管业务收入增幅分别达到

()'--*

和
,)'&)*

" 同时!

交通银行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担保与承诺#融资顾问#

代理保险等业务收入增长较快" 全年实现净手续费及佣金收
入人民币

&&'!/

亿元!比上年增长
,('))*

!占净营运收入的
比重达到

++'((*

!较上年提高
%'+(

个百分点"

综合经营稳步推进!协同效应持续增强" 交通银行海外分
行积极应对金融风暴影响!业务总体保持平稳发展!资产规模

达
,+#'++

亿美元!比年初增长
,-'+#*

!不良贷款率维持在较
低水平" 各子公司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

年末!子公司资产
总规模达人民币

+(%'/&

亿元! 为集团贡献利润人民币
,'+)

亿元" 交通银行的非银行牌照类业务已经延伸到证券#基金#

保险#信托#租赁等市场领域"

基础建设不断增强!经营效率大幅提高" 交通银行持续改
进业务流程#加强

12

和渠道建设!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

$%%&

年 ! 各项成本支出为人民币
!%&'-/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

!增幅低于净运营收入增幅$成本收入比为
!#'#(*

!

比上年下降
%'!)

个百分点" 人均净利润和网点平均净利润分
别达人民币

!&'#(

万元和人民币
+.%&$'(-

万元! 比上年分别
增长

$!'&$*

和
!#'&!*

"

风险管理继续加强!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交通银行全面风
险管理架构进一步完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
操作风险管理全面加强$实施并表管理!将子公司纳入全面风
险管理体系$ 及时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化解全球金融危
机的负面影响"

$%%&

年末!减值贷款比率由年初的
$'%)*

下
降

%'+!

个百分点至
+'#$*

$拨备覆盖率达到
+--'+%*

!比年
初提高

$!'-%

个百分点"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形象持续提升" 交通银行在同业

中率先实施(绿色信贷)工程建设!授信客户数和余额的绿色
类环保标识覆盖率均已超过

##*

"

$%%&

年!全行众志成城抗
击自然灾害!积极支持救灾和灾后重建!累计发放抗震救灾和
灾后重建贷款人民币

+-+'-

亿元"

$%%&

年
/

月!交通银行在
香港成功发行人民币债券

!%

亿元!超额认购达
-'&

倍!在国
际市场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在新闻发布会上!交通银行表示!展望
$%%#

年!国际金融
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影响将继续加深! 国内银行业也将面
临金融危机扩散#宏观经济下行的巨大挑战" 但同时!中国政
府为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
政策以及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举措! 这将为银行创造
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新的机遇"

交通银行负责人表示!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交通银行
将以国家拉内需#保增长为契机!提升对公业务整体竞争力$

继续深入推进战略转型!促进零售业务#中间业务#财富管理
业务及资金业务快速发展$推进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产品服
务方面的创新!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 通过全行的共同努力!

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回报各方的信任和支持"

!"#$ !""#%&'()* !#$%&$+,-./

净利润比上年增长四成多#每股收益 %+,-元人民币

#$%&'()*+,

过桥减持#代理减持等钻空子减持方式可能会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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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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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五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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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研究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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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媒体
",

日报道!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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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就收购事宜与太阳计算机

系统公司进行商谈"

-./

有意至少出价
01

亿美元以现金方式进行收购! 意在借对方

软件优势扩大市场份额" 这一交易如果付

诸实施! 可能对
-2

市场格局产生较大影

响"这是
'%%*

年
"

月
'!

日在美国拍摄的

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的标志"

新华社
(

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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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于大小非减持相当敏感" 本报记者 林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