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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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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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监管部门严查消费贷违

规进入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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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暗访：消费贷款穿各种

“马甲”流向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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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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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刘开雄、郑钧天、王淑娟、邓中豪)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中介霸气称“帮搞定 100 万首付”

消费贷正穿上各种“马甲”流向楼市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记
者何晨阳、张荣锋、杨稳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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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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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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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军方 12 日说，叙利亚政府军已从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收复大部分领土，目前
控制该国 85% 的土地。

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溃
败已成定局，但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和
解进程仍面临障碍，战后重建也困难重重，这将
是叙利亚今后需要应对的两个主要挑战。

继续围剿“伊斯兰国”

代尔祖尔省是“伊斯兰国”在叙仅存的重要
控制区。叙利亚政府军近期在这一东部省份围
剿“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进展显著。

5 日，政府军攻入该省首府代尔祖尔市
内一处被“伊斯兰国”长期围困的军营，与营
地内的政府军士兵会合，打破了“伊斯兰国”
对代尔祖尔市长达 3 年的封锁。9 日，政府军
又打破“伊斯兰国”对当地一个军用机场的长
期围困。

10 日，政府军完全打通连接大马士革和代
尔祖尔市的公路，这有助于巩固并扩大其在代
尔祖尔市乃至全省的战斗成果。目前政府军正
继续在代尔祖尔市及周边地区展开打击“伊斯
兰国”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
军”正继续围攻“伊斯兰国”在叙境内的大本营
拉卡，已经将极端分子团团围困在 10 余平方公
里的范围内。近日，“叙利亚民主军”还分兵南

下，进攻代尔祖尔省的“伊斯兰国”武装，目前
已逼近代尔祖尔市。

分析人士指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战
场上节节败退，已失去了曾经占据的大部分
土地，目前控制的只有代尔祖尔省大部分地
区和拉卡等零星地区。而以政府军和“叙利亚
民主军”的进攻势头来看，收复整个代尔祖尔
省只是时间问题。

政治和解仍存障碍

与“伊斯兰国”的战争胜利在望，而叙利
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和解进程仍面
临不少障碍。这些障碍自叙冲突之初就存
在，已导致联合国主导的多轮和谈无果而
终。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
斯图拉的说法，下一轮真正具有“实质意义”
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将于今年 10 月举
行。而上一轮日内瓦和谈于今年 7 月结束，没
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目前，叙利亚反对派主要分为境内和境
外两大派，各种反对派组织数量众多，立场不
一。分别活动于沙特、俄罗斯和埃及的叙反对
派近期举行会谈，希望组建统一的反对派代
表团，但各方在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去留问题
上仍未达成一致。

叙境内反政府武装派别更是纷杂，其中

很多与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征服阵
线”存在联系，它们与境外反对派之间的关系
也较为复杂。

目前有利的因素是，在俄罗斯、土耳
其和伊朗的推动下，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
之间基本实现停火，各方集中精力打击
“伊斯兰国”。但在将来彻底击败“伊斯兰
国”后 ，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矛盾
可能又会成为主要矛盾，不排除双方会再
次发生冲突。

从目前来看，由于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
利，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地位稳固，大马
士革、阿勒颇、霍姆斯、拉塔基亚等主要城市
都在政府控制下，政府控制区内的人口数量
也最多。

美国前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认为，
巴沙尔政府目前的军事实力是自叙利亚危机
2011 年初爆发以来的最强水平，而反对派实
力则大为削弱，西方和中东部分国家也开始
“放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巴沙尔上月底会见伊朗官员时说，叙政
府及其盟友取得的军事胜利已促使国际社会
改变对叙立场。

分析人士指出，下一步需要关注的是，叙
政府与反对派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国际社
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转变，能否给叙利
亚危机带来转机，让有关各方下决心走政治
解决的道路。

重建工作艰难起步

在战场上捷报频传的同时，叙利亚政府
也已开始着手在阿勒颇和霍姆斯等地开展重
建工作，但面临不小的难度。

阿勒颇曾是叙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
但多年战火给该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记者
近期探访阿勒颇老工业区时发现，一些工厂
已恢复运转，但多年战乱导致劳动力缺乏，电
力供应也缺乏保障。

另外，叙利亚目前仍遭到西方国家经济
制裁，这也给该国重建增添了更多障碍。

面对困难，叙利亚人还是有决心重建国
家。“阿勒颇人有着重建家园的强烈意愿和坚
定决心，我们一定能让这座城市重拾往昔的
荣光。”阿勒颇一名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上个月，曾在中东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国
际商贸盛会——— 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时隔 6
年再次在大马士革举行，来自 43 个国家的
1600 多家企业参展。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是
叙政府在向外界表明重建国家的决心和信
心。 (记者车宏亮、郑一晗)

新华社大马士革 9 月 12 日电

“伊斯兰国”溃败，叙利亚离和平还有多远

每年的 9 月 11 日， 64 岁的纽约人加里都
要来到曼哈顿下城的世贸大楼遗址，祭奠在
2001 年恐怖袭击中不幸丧生的人们。

16 年过去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些美国人
仍觉得，恐怖袭击的威胁依旧如影随形。

“我每年都来这儿，是为了向那些遇难者
家人表示，我们没有忘记，”加里对新华社记
者说。他须发花白，戴着一副印有美国国旗图
案的墨镜，左手挥舞着一面星条旗。

秋日的纽约天空晴朗，加里和其他前来悼
念的人站在世贸交通枢纽站门前。他们遥望着
百米之外的“ 9·11 ”纪念广场，那里正举行
着只对亲属开放的遇难者纪念活动。

“前些年，这里附近的路口都挤满了人，
现在人越来越少了，除了遇难者家属外，几乎
都是游客，”加里不无伤感地说。在他周围，
操着各种语言的游客在拍照留念，几只鸽子在
闲庭信步。

加里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对于
“ 9·11 ”的记忆终将淡去。在他看来，那场
灾难曾使美国更有凝聚力，但现在美国社会日
益分裂，这恐怕会带来新的危机。

纪念活动的志愿者威尔森对记者说，现在
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让他“很没有安全感”，
夏洛茨维尔事件后，他担忧美国再发恐袭事
件。

上个月，在素日幽静的美国弗吉尼亚州夏
洛茨维尔市，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
子、三 K 党等极右翼团体成员走上街头并引
发骚乱，造成多人死伤。

“人们彼此互不相让，即使在今天，在
这个曾经死了几千个美国人的地方，我仍然
看到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激烈对
抗。”威尔森的双手在空中舞动，语气也激
动起来。

65 岁的退休消防员侯赛看到这一幕尤
为心痛。 16 年前，是他和无数消防员同事
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燃烧的世贸大楼，救下了
一个又一个生命。在当天接近 3000 人的死
难者中，有 343 人是消防员。

由于“ 9·11 ”事件发生当天吸入了大
量的有害烟尘， 159 名消防员随后死于相关
疾病。侯赛虽幸免于难，但一直饱受哮喘的
折磨。他用微弱的气息对记者说：“我就是
那些还在被‘ 9·11 ’折磨的人之一。”

凝视着不远处崭新的世贸大楼，加里
说，他希望这里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纪念
馆，而不仅是个旅游景点。

“希望美国人都过来看一看，千万不要
遗忘，一旦遗忘了，悲剧就可能重演。”他
语气凝重地说。

(记者李铭)新华社纽约 9 月 12 日电

“9·11”悲剧阴霾并未远去

 9 月 11 日，在美国纽约的“ 9·11 ”

遗址纪念广场，刻有遇难者姓名的铜牌上摆
放着鲜花。

当天是“ 9·11 ”事件 16 周年纪念日，
人们来到纽约“ 9·11 ”遗址纪念广场，向
死难者致以哀悼，对牺牲的救援人员表达敬
意。 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那场灾难曾使美国更有凝聚力，但现在美国社会

日益分裂，这恐怕会带来新的危机

“人们彼此互不相让，即使在今天，在这个曾经

死了几千个美国人的地方，我仍然看到特朗普的支持

者和反对者在激烈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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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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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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