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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卫星导航系统
预计

$%

年后建成

珠海航展组委会副主任! 工业和信息
化部党组成员刘利华

$&

日透露"第二代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正在组建"已经成功发射

'

颗
导航卫星"预计

(%)(

年覆盖亚太地区"

(%(%

年建成覆盖全球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一种天基无线
电导航定位和时间传递系统"能为地球表
面和近地空间的各类用户提供全天候!全
天时!高精度的位置!速度和时间等导航
信息服务"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空间基础设
施"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北斗卫星导
航试验系统" 进行卫星导航技术试验"初
步为我国及周边地区提供导航%授时和短
报文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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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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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京沪高速铁路全线铺通"

京沪高速铁路自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

贯穿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

上海
*

省市"新建铁路全长
)+),

公里"建成
通车后京沪间可实现

-

小时到达" 是世界
上一次建成线路里程最长!标准最高的高
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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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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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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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境外个人在境内限购一套自住房

四大银行对开发商) 断粮*

).

月底已停止新增开发贷款审批"银行人士称"明年信贷环境可能更差

记者从多条渠道证实"占
据信贷市场大半江山的中 !

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0

月底已停止了新增开发贷
款审批$而此次不同于之前的
月度性停贷调节奏$

豫港商务高层论坛郑州举行"两地专家热议中原经济区

中原经济区将吸引近-000万人转移到城镇

国产大飞机
样机亮相珠海

1$

月
$&

日" 国产
2313

大型客机展示样
机在珠海航展展馆首次揭开神秘) 面纱*$

展示样机包括驾驶舱和客舱前半段"前两
排是头等舱"后边是经济舱$ 样机尺寸与
真实飞机的比例为

14$

" 全长
$*

米" 高度
&5'

米"宽度为
+53'

米$

为期
'

天的第八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今天在珠海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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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首
次驾驶最新涂装的歼

610

战机重装归来$

他们将在今天上午
10

时左右进行六机编
队特技飞行"预计表演

1,

个动作持续
-0

分
钟$ 此外"美国红鹰特技飞行表演队也将
首次在航展现场上演精彩的) 空中芭蕾*$

6789:;<=

曾在国庆
'0

周年阅兵式上接受检阅
的空警

(00

!歼轰
*!

!轰油
'

!歼
,7

!直
3

等
机型都将亮相珠海航展"公众将有机会与
这些战机近距离接触$

此外"中航工业通飞公司总经理孟祥
凯介绍"航展期间通飞将邀请航空爱好者
驾乘) 小鹰

&00

*体验飞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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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年度总结"新增已不可
能"存量信贷资产的置换空间也有限"再加上四
大行背负更多配合调控的任务" 开发贷基本就
算停了$*在工行负责人看来"

(011

年的新额度到
来之前"勒紧裤腰带是开发商唯一办法$

更坏的消息还在后面$

11

月
10

日"央行决定
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配合着) 十

二五*的保民生!调结构目标"监管层防通胀!货
币政策回归常态化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在可
预期的后市监管下" 开发商即使挺过今年的信
贷空窗期"

(011

年面临的信贷环境也不见得比今
年好"甚至更差$) 防通胀措施会加强"地产调控
也会持续" 预计明年的地产信贷供应会减少两
成$ *上述工行信贷负责人预测$

再融资关闸! 上市梦断! 私募拆借成本高
企"再加上行业调控笼罩在市场上的观望乌云"

已经迫使更多的开发商将下一年度的计划押宝
在
(011

年的信贷开闸上$

银行也正在积极地把真空期排队的融资需
求转换为明年的客户项目储备$) 到

11

月中旬"

我们会基本结束一线开发商新一轮的授信"并
完成明年一季度的项目储备$*工行信贷负责人
表示在挺过今年的年关后" 将为开发商开启新
一轮的融资$

但这一切在银行眼中并不意味着开发商的
融资困境能够柳暗花明$) 明年的货币供应以及银

行信贷总量预计不会超过今年"地产行业的调控
也依然会持续$ *上述中行人士的态度开门见山$

11

月
11

日"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发
表研究报告称"在防通胀的调控预期下"可以预
见我国将持续经历政策密集期" 估计明年信贷
投放难超

*

万亿元$

对此"工行信贷负责人表示"预计工行
(011

年的开发贷会比今年回落两成$) 根据我们完成
的授信情况"招!保!万!金为代表的一线房企额
度并没有太多变化+出于地方平台风险控制"我
们介入的也不会超过

100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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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

日" 工行总行授信审批
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工行已完成
了全年的信贷任务" 包括北京分
行在内的多地分行都停止了新增
开发贷的发放$ 类似的说法也相
继从中行!建行!农行内部人士口
中得到确认$ 中行总行公司业务
部的信贷人士更为直接() 一般各
分行开发贷投放得更早" 三季度
就完成了全年的投放目标$ *

国寿资产管理公司一位人士
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我们对四大
行的调研发现" 新增开发贷在

10

月份就基本停止了$ *

(00,

年至今年前三季度"我省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比前
(0

年总和还多$一大批重点合作和招商引
资项目建成投产后"促进了全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已成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
要拉动力量$ 当前"我省正在构建中原经济区") 扩大开放*!) 境外引资*引发豫港两地专家热议$

昨日上午" 中原经济区豫港商务高层论
坛在郑州召开$ 河南省副省长史济春"香港文
汇报董事长!社长王树成"河南省商务厅副厅
长宋国卿"香港华洋金融投资资深金融专家彭
友圣等豫港两地人士共话中原经济区建设$

史济春说"建设中原经济区"推进豫港投
资"有利于国家区域经济布局的进一步完善"

有利于国家统筹协调梯次推进发展重大战略
的实施" 有利于国家在中部地区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板块" 有利于河南进一步发挥自身优
势"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

境为代价的) 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也
有利于为河南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交流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提供更大的载体和平台$

据宋国卿介绍"

(00,

年以来到今年前三
季度" 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达到

1+15&

亿美
元"比前

(0

年的总和还多+实际利用省外资
金达到

'0+0

亿元"是前
-

年的
15,

倍"已有
',

家
世界

&00

强企业落户中原" 一大批重大合作
项目落户河南"对外贸易实现恢复性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00,

年 !

(003

年全省进
出口总额分别为

1*-5,

亿美元和
1+-5-

亿美元"

今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8

" 全年有望恢复
到
(..,

年水平$

今年以来"我省连续举办了河南,浙江
投资合作项目洽谈会!河南,上海经济技术
合作暨旅游项目推介会!港澳深地区闽籍企
业家乡亲访豫活动!第六届河南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第五届中国中部博览会!

(.).

豫台经贸合
作交流洽谈会等一系列重大招商引资活动"

共签约
)('&

个项目"合同引进省外!境外资金
超过

&,..

亿元人民币$

与会人士认为" 只有跳出中原看中原"

把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放到全国!全球发展大
趋势中去审视"才能促使中原经济区更好更
快地发展$

彭友圣针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介绍了香
港资本投资平台的特点和优势"提醒内地企
业在募集资金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就中原经济区建设" 从开放发展的角度
而言"宋国卿认为"一方面要通过扩大开放为
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另一方面要

主动融入全国发展大格局$ 同时也需要加快
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 培育特色主导产
业集群" 推动承接转移的产业和项目主要向
产业集聚区布局+着力引进通过利用外资!引
进技术!引进人才等方式"发展新兴产业$

中原经济区将最终吸引近
-...

万人转移
到城镇$ 中原经济区必须在消费!投资!出口
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保持较大的投资规模$历
史经验表明"只有坚持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招
商引资"借助外资和民间投资的外力"才能促

进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与会人士认为"通过开放带动"不仅可
以增强中原经济区的承载力!辐射力"还可
以让对外开放的良好势头在中原经济区建
设中得到持续和提升$

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构想"也得到港媒的
关注$ 香港文汇报副总经理吴建芳说"他们
将为中原经济区摇旗呐喊"建言献策"推进
豫港合作" 顺应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趋势"支
持其早日上升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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