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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
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雨花区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2054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
路二段88号定王大厦30楼3012室
电话：0731-83053183
机构编码：00024143010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9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星沙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2053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星沙镇
商业步行街商住楼12栋1楼
电话：0731-84097760
机构编码：00024243012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9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浏阳市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2052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劳动北
路103号和105号楼1-3层
电话：0731-88930736
机构编码：00024243018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9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株洲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2051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炎帝广
场北侧公园大道 B 栋（金座）512-
514室
电话：0731-22870222
机构编码：0002424302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9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株洲中心支公司醴陵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2058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左权路
月形街42号
电话：0731-23287269
机构编码：0002424300008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株洲中心支公司攸县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1956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攸县联星街道
办事处永佳社区永佳路33号
电话：0731-22861796
机构编码：000242430223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9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株洲中心支公司茶陵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1955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水岸名
都曲江村邓荣华私房
电话：0731-22861185
机构编码：000242430224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9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株洲中心支公司荷塘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1954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红旗中
路456号嘉盛华府公寓102号
电话：0731-22529637
机构编码：00024243020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9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湘潭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1953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韶山中

路30号B座9楼
电话：0731-52869759
机构编码：0002424303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9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湘潭中心支公司湘乡市营销服
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1952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新湘路
办事处向红路壕塘商住楼01栋14-
15号门面
电话：0731-56783898
机构编码：00024243038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9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湘潭中心支公司韶山市营销服
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80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清溪镇
遵义路2号门面
电话：0731-55692731
机构编码：00024243038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9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岳阳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77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
中路九盛大厦 506-509、529-532
室
电话：0730-2297706
机构编码：0002424306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岳阳中心支公司汨罗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2055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罗城路
九歌广场
电话：0730-5180068
机构编码：00024243068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岳阳中心支公司湘阴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76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文星镇
高岭村洪家组23号
电话：0730-2260009
机构编码：000242430624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岳阳中心支公司岳阳县营销服
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75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荣家湾
镇荣新路3号
电话：0730-7625111
机构编码：00024243062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岳阳中心支公司云溪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74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
中路九盛大厦509室
电话：0730-2297705
机构编码：00024243060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邵阳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73
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邵州路
凯轩花园1栋2楼210、211号
电话：0739-2338800
机构编码：0002424305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邵阳中心支公司隆回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72

地址：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桃洪镇
横江社区金水路张光山私宅
电话：0739-8163353
机构编码：000242430524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邵阳中心支公司邵东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71
地址：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宋家塘
街道办事处两塘路和新亭路交汇处
8栋1楼门面
电话：0739-2621629
机构编码：00024243052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邵阳中心支公司武冈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70
地址：湖南省邵阳市武冈市湘桂黔
鑫崟汽车汽配商贸城（龙田路口）B
地块1楼门面
电话：0739-4276966
机构编码：00024243058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郴州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68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健康路
城市广场7楼719-720室
电话：0735-2483513
机构编码：0002424310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郴州中心支公司桂阳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67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欧阳海
大道延伸段好百年商业街D3栋110
号
电话：0735-4433466
机构编码：00024243102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郴州中心支公司资兴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66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东江街
道资兴大道原东江南路延伸路 101
号
电话：0735-2483513
机构编码：00024243108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郴州中心支公司宜章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65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
文明北路138号
电话：0735-2483295
机构编码：00024243102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郴州中心支公司嘉禾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64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嘉禾大
道南82号杨璐频私宅
电话：0735-2483518
机构编码：000242431024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郴州中心支公司临武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63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临连大
道慕冲段罗兴国私房
电话：0735-2483513
机构编码：000242431025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郴州中心支公司永兴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62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便江镇

人民东路248号
电话：0735-2483513
机构编码：000242431023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常德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69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白马湖
街道办事处三角场社区临江路豪丽
苑3号楼2楼
电话：0736-2985051
机构编码：0002424307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1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常德中心支公司石门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61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楚江镇
永固居委会6组涂义全私房
电话：0736-2985051
机构编码：000242430726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常德中心支公司安乡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60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深柳镇
围庵村八组（中石化加油站对面）
电话：0736-2985051
机构编码：00024243072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常德中心支公司澧县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59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澧西街道
黄泥社区2组1栋101号
电话：0736-2985051
机构编码：000242430723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常德中心支公司桃源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58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
黄花井社区桃花大道158号
电话：0736-6635569
机构编码：000242430725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常德中心支公司临澧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57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安福镇
湘福大道北侧1B栋101、102铺
电话：0736-2985051
机构编码：000242430724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常德中心支公司汉寿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56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龙阳镇
龙阳中路171号
电话：0736-2985051
机构编码：00024243072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常德中心支公司朗州北路营销
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55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白马湖
街道办事处三角场社区临江路豪丽
苑小区3栋2楼203号
电话：0736-2985051
机构编码：00024243070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益阳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50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海棠西
路口金海大厦4楼
电话：0737-2172211

机构编码：0002424309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8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益阳中心支公司赫山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51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丁字街
毛家塘村丁字街海苑巷125号
电话：0737-2172211
机构编码：000242430903002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8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益阳中心支公司朝阳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49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海棠西
路口金海大厦4楼4008
电话：0737-2172211
机构编码：000242430903003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8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益阳中心支公司桃江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54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
镇芙蓉路南侧陈丽君私房
电话：0737-2172211
机构编码：00024243092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益阳中心支公司沅江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53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巴山路
站前南路38-39号
电话：0737-2172211
机构编码：00024243098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8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益阳中心支公司南县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52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洲镇迎
宾路16号
电话：0737-2172211
机构编码：00024243092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8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益阳中心支公司安化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48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民乐街
29号
电话：0737-2172211
机构编码：000242430923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7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益阳中心支公司新车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46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海棠西
路口金海大厦4楼402室
电话：0737-2172211
机构编码：000242430903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7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45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蒸湘北
路49号龙泉明珠1003室
电话：0734-2897196
机构编码：0002424304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7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祁东县营销服
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44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城南区
风华路1号李建桦私房
电话：0734-6296569
机构编码：000242430426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7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衡阳中心支公司耒阳市营销服
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43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金星路
154号金星国际1705室
电话：0734-4339315
机构编码：00024243048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7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娄底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42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扶青路
君悦华府4栋9层908-912号房
电话：0738-8211777
机构编码：0002424313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3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娄底中心支公司涟源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41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开源街8
栋101房
电话：0738-8211777
机构编码：00024243138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3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娄底中心支公司新化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40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上梅镇
天华南路第5栋51126房
电话：0738-8211777
机构编码：00024243132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3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永州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2057
地址：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翠竹
路115号
电话：0746-8810819
机构编码：0002424311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永州中心支公司祁阳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39
地址：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浯溪街
道办事处椒山社区浯溪中路95号
电话：0746-8810811
机构编码：00024243112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3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
司永州中心支公司零陵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38
地址：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翠竹
路115号三楼302室
电话：0746-8810812
机构编码：000242431103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3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张家界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37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天门
路 52 号金领国际 1701、1702、1703
室
电话：0744-2811598
机构编码：0002424308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3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张家界中心支公司慈利营销服
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36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零阳
镇双岗村七组邓杨杰私房
电话：0744-3333055
机构编码：000242430821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3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张家界中心支公司永定营销服
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48735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定
办 事 处 教 场 居 委 会 天 门 路 52 号
1701室
电话：0744-2810118
机构编码：000242430802001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3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怀化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2056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红星路2
栋福兴数码广场
电话：0745-2713611
机构编码：0002424312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3月20日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湘西自治州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734
地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吉首市乾州办事处西一环（南）29
号金地明珠D栋105、106、205号
电话：0743-8715185
机构编码：000242433100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13日
以上机构的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
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 ；短 期 健 康 保 险 和 意 外 伤 害 保
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
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澧支
公司望城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2065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安福镇
迎宾路邮政集团旁101号3楼
电话：18075626379
机构编码：000005430724003
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4月10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津市支
公司新洲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2066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市新洲镇
湘东路韩卫、王先群私房1、3层
电话：13762615745
机构编码：000005430781001
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4月10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桃源支
公司盘塘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252069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龙潭镇
墟场白鹤街蔡向阳私房
电话：13875174070
机构编码：000005430725012
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4月10日
以上机构的业务范围：1.对营销员开
展培训及日常管理；2.收取营销员代
收的投保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
证；4. 接收客户的咨询和投诉；5. 经
公司授权，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
勘理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县支
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51976
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道县道州北路
万和世纪城小区S5、S6栋101、201、
301
电话：0746-5231439
机构编码：000005431124
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发证日期：2020年2月27日
业务范围：1.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2.
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3.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
用业务；4.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
和代理业务；5.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
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受新冠疫情
持续冲击，欧洲
经济供需两端

“速冻”，就业市
场恶化，不确定
性上升。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IMF）最新预测，
今年欧洲经济将
大幅萎缩，其中
欧元区国内生产
总值（GDP）将萎
缩7.5%。

分析人士认
为，欧洲仍处于
新冠病毒大流行
的“风暴眼”，其
经济衰退程度和
持续时间取决于
疫情控制进展及
复工复产进度，
预计欧洲经济最
早于今年下半年
开始回暖，但回
暖进程伴随高度
不确定性。

目前，欧洲央行、欧盟及欧洲各
国政府已采取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这
些措施以增加流动性为主，旨在为企
业、家庭和个人短期偿付提供支持。而
欧洲经济何时“触底”反弹，与疫情控
制进展及复工复产进度密切相关。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阿希
姆·万巴赫认为，从企业、市场到国
家，经济危机管理的第一阶段已经开
启，现在必须为第二阶段——解禁做
准备。

欧洲央行副行长德金多斯认为，

欧元区经济复苏可能介于“V”型和
“U”型之间，走势将取决于疫情造成
经济停摆时间的长短。

汤姆森指出，当前的经济预测均
以欧洲经济活动从今年年中开始逐步
恢复为前提，如果疫情卷土重来导致
欧洲经济部门再次停摆，则经济复苏
将延后。

有分析人士担心，经济刺激措施
产生的副作用，特别是预算赤字和债
务问题，可能让欧洲经济复苏之路变
得崎岖。

33..复苏不确定性大

连日来，意大利、法国、德国
等欧洲国家新冠疫情持续缓解，但
因 病 患 群 体 庞 大 ， 新 增 确 诊 、 死
亡、重症病例数仍然提醒人们不能
松懈。

目前欧洲多国正在酝酿 5 月初开
始解除部分疫情防控限制，力求在抗
疫和恢复经济之间达到平衡。

波黑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政府不
采取强有力的提振经济措施，到年底
波黑预计将有近10万人失业。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日前预测，克罗地亚今年
国内生产总值将大幅减少，失业率将
升至11.5%。

意大利总理孔特周末在社交媒体
上表示，意大利有可能从5月4日开始
恢复部分经济和社会活动。孔特否认
媒体关于一些地区将优先解除“封
城”状态的报道，称全国将在解封问
题上采取一致行动。

斯洛文尼亚政府此前已决定逐渐
放松限制措施，包括自 20 日起车行、
建材商店、家具店、干洗店、维修店
等开始恢复营业，并重新开放一些户
外运动场所。斯政府要求民众严格遵
守室内场所戴口罩、使用消毒液、保
持安全距离等规定。

荷兰政府21日将决定是否延长定
于28日结束的各项封禁措施。

（综合新华社电）

44..多国酝酿部分解禁3月中旬以来，随着疫情在欧洲加速
扩散，多国采取“居家令”或“封城令”等
疫情限制措施。供应链中断、产品和服务
需求萎缩导致一批企业被迫停工停产。

IMF欧洲部门负责人波尔·汤姆森
指出，当前关闭的非关键经济部门产出
约占欧洲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这些部
门停摆对欧洲GDP影响很大。

从欧洲主要经济体来看，IMF预测
2020年德国和法国经济分别萎缩7%和
7.2%；目前疫情最严重的西班牙和意大
利萎缩幅度更大，分别为8%和9.1%。

IHS 马基特公司首席商业经济学
家克里斯·威廉姆森指出，除食品和制
药行业外，欧元区大量制造业部门出现

前所未有的低迷。
根据IHS马基特公司的调查，欧元区制

造业产出、新增订单和采购量均大幅下滑，就
业岗位明显减少，供给端正以创纪录的速度
萎缩，制造业对未来的信心也跌至历史低点。

与此同时，制造业产品需求也急剧下
滑。一季度欧盟主要汽车市场销售遭重创，
其中意大利新车销量下滑35.5%，法国、西
班牙均下滑超30%，德国下滑20.3%。

相比制造业，服务业衰退更为严
重。3月欧元区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大幅降至26.4，创有统计以来最低。

威廉姆森说，欧元区商业活动几近
崩溃，交通、旅游、餐饮及其他休闲行业
均遭受严重冲击。

11..实体经济萎缩

欧洲经济“速冻”回暖不确定性高

4月11日，在英国南部伯恩茅斯海滩，一名男子骑车经过没有游客光顾的
海边小屋。 新华社发

与2008年由银行业触发的国际金
融危机不同，当前的经济危机始于实体
部门。对高度依赖间接融资的欧洲实体
部门来说，银行提供充足流动性是其在
危机中得以生存的关键。

欧洲央行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主席安
德烈亚·恩里亚指出，银行业不是当前危
机的根源，而是危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为支持银行向实体部门借贷，欧洲
央行通过负利率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向
银行业释放约3万亿欧元流动性。欧洲
央行还通过调整监管要求等措施使银行
业额外释放资本超过1400亿欧元。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指出，信贷流
动便利化有助于将流动性注入欧洲经
济“裂痕”处。她说，得益于国际金融危
机后的努力，欧元区银行当前的资本和
流动性水平更稳健。

然而，分析人士担心实体经济萎缩
可能对银行业产生外溢影响。德意志银行
分析师扬·席尔德巴赫说，欧洲银行业本
就盈利水平低下，如今经营压力更大，预
计今年贷款损失准备金将急剧增加，净收
入将大幅减少。当前危机比最近一轮银行
业压力测试假设的情景更严重，经济停摆
过久可能触发新一轮银行业危机。

22..银行业稳中有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