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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霸气称“帮搞定100万首付”
消费贷款穿“马甲”违规流入楼市

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等多个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 《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
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
施方案》， 明确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 到2020年
基本实现全覆盖。

�国家能源局科技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 生物燃料乙醇以其具有
的可再生 、 环境友好 、 技术成
熟、 使用方便、 易于推广等综合
优势， 成为替代化石燃料的理想
汽油组分。 据不完全统计， 已有
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生物燃
料乙醇和车用乙醇汽油， 年消费
乙醇汽油约6亿吨， 占世界汽油
总消费的60%左右。

�截至目前， 我国生物燃料乙
醇年消费量近260万吨 ， 产业规
模居世界第三位。 全国已有11个
省区试点推广乙醇汽油， 乙醇汽
油消费量已占同期全国汽油消费
总量的1/5。

新华社电 为做好台风命名工
作 ， 积极推广普及防灾减灾知
识， 提升公众对台风的认知和预
防能力， 中央气象台将于近日开
展 “我给台风起名字” 活动。

记者13日从中央气象台了解
到， 本次活动将分为三个阶段进
行。 第一阶段将于9月13日至18
日， 在新浪微博平台上进行抽奖
转发， 选出台风命名候选人3名。
这也是中央气象台首次利用新媒
体平台进行台风命名活动， 并且
第一次明确将台风命名权归属给
公众个人。

第二阶段将由每位候选人各
提交3个， 共计9个台风名称。 提
交内容包含台风中文名、 英文名、
意义以及命名理由。 这9个名字将交
给由中国气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
台风预报专家、 媒体代表等组成
的台风命名评选小组， 评选出最
优的3个台风名字。

第三阶段将会在新浪微博上
对专家组选出的3个名字进行公
布， 公布的台风名将同时提交给
台风委员会。 最终选定的台风名
将在2018年2月召开的台风委员
会第50届会议上公布。

车用乙醇汽油
将在全国推广

中央气象台
请你给台风起名字

近日，北京、深圳等地监管机构发布通知或风险警示，要求辖区内金融机构对个人经
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等问题进行自查。记者调查发现，在一
些地方，个人经营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经过层层包装，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在一个
楼盘，记者称凑首付有点难度，中介干脆地说：“只要不超过１００万元，我们来帮你搞定。”

近期， 一组金融数据刺激了
金融市场 。 据Ｗｉｎｄ数据显示 ，
今年前７个月， 居民新增消费性
短期贷款１．０６万亿元， 累计同比
多增７１３７亿元， 而去年全年仅新
增消费性短期贷款８３０５亿元。

与此同时， 上市银行的半年
报纷纷披露 ， 消费贷款增速惊
人。 如截至６月末， 平安银行消
费金融贷款余额达２７７０．９０亿元，
上半年新发放贷款１２９４亿元， 同
比增长２５５．４９％； 建设银行消费贷
款余额今年上半年激增８３０．３７亿
元 ， 较去年末增长１１０．６６％； 光
大银行消费贷款余额为３７２３．６２

亿元 ， 上半年新增５４０．９１亿元 ，
较去年末增长了１７％。

短期新增消费贷款大幅增
长， 这些钱去哪儿了呢？ 记者注
意到， 近期， 多地监管部门发出
通知或风险提示， 严查个人经营
性贷款和个人消费性贷款等违规
进入房地产市场。

９月５日， 北京银监局、 人行
营业管理部发布通知， 要求辖内
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个人经营性
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开展自查工
作， 重点检查 “房抵贷” 等资金
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情况。 ９
月８日， 北京市住房建设委员会

下发通知， 要求中介机构对近三
个月本机构及从业人员经营活动
开展自查。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
中心支行近日也发出金融风险提
示， 明确提出要加强个人其他消
费贷款管理， 并要求从发文之日
起执行。

有金融监管部门人士对记者
表示，早在２０１０年，中国人民银行
和银监会就曾发布通知 ，要求各
商 业 银 行 加 强 对 消 费 性 贷 款
的管理 ， 禁止用于购买住房 。
此后 ，银监会等部门陆续多次
发布相关通知， 强调对消费贷款
的管理。

多地监管部门严查消费贷违规进入楼市

记者暗访： 消费贷款穿各种 “马甲” 流向楼市

雪中送炭还是饮鸩止渴？

记者在采访了解到， 有的银
行由于消费贷的贷后管理问题，
已经暂停了部分消费贷款产品，
目前仅对存量客户提供纯信用无
抵押的消费贷款。

财经评论员莫开伟指出， 消
费贷等非房贷资金变相流入楼
市， 是把一些支付能力不足的人
拉入了房地产市场 ， 一 旦 房 地
产 市 场 的 走 势 出 现 逆 转 ， 违
约 风 险 暴 露 ， 会 造 成 相 当 的
金 融 风 险 ； 还 有 部 分 消 费 贷
款是由Ｐ２Ｐ等互联网金融公司
的 资 金 穿 透 而 来 的 ， 其 间 不
少游离于现有监管体系的视野
之外， 潜藏并易诱发较大金融风
险隐患。

“银行这几年受利率市场化
冲击， 利差收入减少， 而个人消
费贷款相对风险低、 利率高， 对
银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对消费
贷款的真实资金用途存在 ‘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的问题。” 上海
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
任奚君羊指出。

某民营银行总行行长告诉记
者， 消费贷进入楼市确实起到了
加杠杆的作用。 居民在房价上涨
预期下， 急于借钱入市。 只有多
措并举扭转居民的单方看涨预
期 ， 才能真正堵住楼市的 “配
资” 通道。

莫开伟表示， 遏制消费贷款
违 规 流 入 楼 市 ， 要 靠 监 管 机
构建立灵敏、 动态的监管机制，
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监管精
准有力。 据新华社

记者在多个城市调查发现 ，
消费贷款穿上各种 “马甲” 流向
楼市。

———房地产中介牵线搭桥 ，
以 “房抵贷” 和第三方中转的方
式，套取贷款用于购房。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家大型
房产中介的门店， 中介人员听说
记者凑首付有点难度后， 直接说
“只要不超过１００万元， 我们来帮
你搞定”。随后，该中介人员详细
地介绍了操作流程———一种是进
征信系统的， 需要有房产等做抵
押，年化利率６％－７％，这种贷款可

以直接打入个人账户； 另一种是
无抵押， 现在国家不让钱直接流
入房地产， 得找第三方来让贷款
中转一下。 但这种要收１－２个点
的手续费， 利率也是６％－７％。“我
们跟银行都是有合作的，以上２种
方式都可以做到３０年。”

———金融中介帮助办理大额
信用卡违规套现。

记者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
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咨询得知，该
公司可以代办部分银行信用卡，
从而贷款套现。“只要有身份证，
就可以贷款。你没工作、没社保我

们也可以帮你包装。 你只要交点
中介费。” 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找我们能办大额信用卡，５０万至
６０万元都能提现，去干什么，银行
根本不会管。”

“监管要求个人消费贷款必
须专款专用， 但挪作他用的情况
很多。”一家国有银行个人金融部
人士指出，３０万元以上的个贷是
银行将贷款直接付给合同约定用
途的借款人交易对象，３０万元以
下自主支付。 有些中介公司帮忙
提供虚假的贷款用途材料， 消费
贷“挪作他用”很难被银行察觉。

新华社电 １２日， 贵州公布因
欠薪达到严重失信行为的建筑施
工领域 “欠薪黑名单 ”， １１家企
业被曝光。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劳动监察局局长代建伟说， 为
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 震慑和
警示恶意欠薪用人单位和经营
者， 根据有关规定， 将１１家因欠
薪达到严重失信行为的建筑施工
企业列入 “欠薪黑名单”， 并依
法向社会公布。

据介绍， 这１１家企业是福建
天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
吉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惠水县
永合建筑工程公司、 遵义联创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鸿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曲阜远大集
团工程有限公司、 商丘市国基建
筑安装有限公司、 四川蓉津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重庆浦信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重庆锦通建设 （集
团） 有限公司和贵州省仁怀市百
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贵州公布建筑施工领域
“欠薪黑名单”

中学生运动会记录“沉睡”４０
年无人破、 高中班里引体向上少
有人达标 、 体育课长跑改短跑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 随着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我国中小学
生身高、 体重等身体指标均有不
同程度提升，但体质下滑引发“好
日子养出弱孩子”的担忧，被广泛
关注。

高了胖了，耐力爆发力却弱了
女子８００米纪录是１９７７年创

造的、 女子１００米纪录要追溯到
１９７９年、男子１１０米栏纪录为１９８１
年创造……据我国东北某省会城
市学生体育艺术发展中心的统
计， 当地的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普
遍“沉睡”多年，有的项目甚至４０
年无人打破。

“现在的全市运动会，相当于
过去学校运动会的水平 ，而且
成绩还在往下走。”提供数据的该
学生体育艺术发展中心主任说。

与中学生运动会纪录多年无
人破相对应的， 是一些处于低位
的青少年体质健康指标。近日，广
州市教育局公布的２０１６学年中小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测结果显
示， 对比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抽测优秀率仅２．６％，不及格
率达１６．２％，重度近视率为４９．８％。

大连某小学一位从事２３年体
育教学的教师表示， 他能明显感

觉出孩子们体质的下降。“２０００年
前后， 我带过１９９３年出生的孩子
训练，６０米能跑到６秒１，１００米能
跑到１１秒９４， 现在体校找这样的
孩子都很难，１００米跑１２秒７８的就
算不错了。”这位教师说。

据中国教育协会体育分会会
长毛振明介绍， ３０年来， 包括体
能方面的跑、 跳、 投掷等指标，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国家标准一直
在降。

“这几年从统招学生中挑人
进校队越来越难， 孩子们个头高
了、身体胖了，但耐力、爆发力等
身体素质却不如以前。”陕西某高
校体育教研部定向越野项目指导
教师说。

“三张皮”如何缝成“一件袄”
业内人士表示，学校体育、社

会体育、 竞技体育相互之间缺乏
支撑和内在联系，“三张皮” 没有
缝成“一件袄”，导致学校体育缺
少社会体育的课外支持， 竞技体
育在组织孩子们普及锻炼方面仍
有提升余地。

“体校如何与当地优质教育
资源结合，形成权责分明、管办关
系合理的教学训练新机制； 教育
部门如何推进学校开展特色体育
项目， 将项目文化融入学校的文
化和发展中；社会力量如何由‘被
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等，都

是完善我国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
体系必须破解的难题。”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西部某省会城市体育
局负责人表示， 目前我国多地体
育系统与教育部门并没有形成成
熟的人才共育体制机制， 难以调
动孩子运动的积极性。

同时，源自孩子、服务孩子的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需要进一步扶
持， 以激发其活力。 国家体育总
局青少司统计显示， 我国各级各
类青少年社会体育组织有７０００个
左右， 而在美国， 仅体操一项就
有５０００个左右。 北方民族大学体
育学院教师刘和昌表示， 由于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等社会体育组织
是民办性质， 由体育主管部门支
持建设， 场地却属于教育主管部
门管理下的学校， 在场地使用、
经费支持等方面仍有待探索出激
励性更强的政策。

此外， 一些家长的观念也需
要改变。“我们小时候课余时间踢
足球、打篮球都‘玩疯了’，现在的
家长却生怕孩子磕着碰着，有的甚
至为此找老师、找学校。”宁夏银川市
体育总会秘书长丁晓晶说，家长的态
度对孩子的影响最直接， 他们对
体育运动的 “看法”， 有时对孩
子的选择是决定性的。

日子好了， 不能养出弱孩子
专家建议 ， 生活水平提高

了， 孩子不能越养越弱。 应加强
青少年健康素养和运动技能的培
育 ， 整 合 社 会 、 学 校 、 家 庭
力 量 参 与 ， 倡 导 家 庭 体 育 ，
让运动健身真正成为青少年的
生活习惯。

虽然今年４月教育部发布了
《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
法》， 但记者梳理发现， 不少省
份的细则至今仍未出台， 多位体
育部门工作人员建议， 将学生的
达标测评纳入学校的考核范围，
适当提升体育课比重， 探索对青
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地
区实行问责。

刘和昌说， 青少年正处于人
生发展和行为塑造的关键时期，
可构建相关学科教学和教育活动
相结合、 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相
结合、 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
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
式， 以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教育
和运动技能教育。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系教
授、 博士生导师黄谦等建议， 在
继续加大力度助推中小学校向社
会开放体育场馆的同时， 应鼓励
体育部门、 相关协会、 社区等广
泛推广亲子、家庭体育运动项目，
通过举办家庭趣味田径赛、 智慧
体育进家庭等活动， 让体育运动
在社区、家庭扎根。

据新华社

———好日子为何养出弱孩子
中学生运动会纪录40年无人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