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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新增貸款遜預期
市場需求疲弱 僅放貸7107億

二月份新增人民幣貸款為7107億元
（人民幣，下同），略低於市場預期的
7200億元水平。當月廣義貨幣供應（M2
）增速則高於預期，為13%。此外，二月
份人民幣存款大幅反彈，增加1.6萬億元
。市場認為，貸款需求仍然疲弱，為穩定
經濟增長，央行未來通過寬鬆政策刺激信
貸的可能性加大， 「兩會」 後或有刺激信
貸政策利好出台。

本報記者 彭巧容

去年來各月新增信貸一覽
（單位：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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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金融統計數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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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中國汽車產銷數據同比和環比均呈現較
快增長。當月汽車產銷分別160.87萬輛和156.71萬
輛，環比分別增長 23.8%和 12.8%，同比分別增長
28.5%和24.5%。不過，受一月份汽車產銷環比和同
比均大幅下滑拖累，今年前兩個月累計出現多年未
有的負增長，前兩月累計產銷分別完成290.35萬輛
和295.43萬輛，同比下降4.93%和5.96%。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昨日公布的二月份數據顯示
，主要品種中，乘用車生產126.15萬輛，環比增長
19.74%，同比增長31.26%；銷售121.31萬輛，環比

增長4.53%，同比增長26.52%。商用車生產34.72萬
輛，環比增長 41.15%，同比增長 19.31%；銷售
35.40 萬輛，環比增長 54.37%，同比增長 18.08%。
商用車月度環比增幅明顯高於乘用車。

中汽協指出，由於春節與上月不在同一月份，
有效工作日不同，基數不同。因此僅就二月份數據
不好直接分析比較。中汽協助理秘書長朱一平表示
，為平滑春節假期提前影響，雖然二月銷量增幅較
大，但前兩月累計銷量更能反應汽車行業總體趨勢
。而綜觀今年前兩個月數據，汽車工業產銷顯現了

回落苗頭，出現多年來未有的負增長。今年前兩個
月累計產銷看，乘用車和商用車均低於上年同期
，其中商用車降幅超過10%，乘用車銷售降幅接近
5%。

二月乘用車銷量排名前十位的企業為上汽通用
五菱、上海大眾、上海通用、一汽大眾、東風日產
、北京現代、一汽豐田、重慶長安、奇瑞和比亞迪
，上述十家企業共銷售乘用車 72.35 萬輛，佔乘用
車銷售總量的59.64%。

此外，二月份汽車出口穩步增長。據中汽協數
據，當月汽車整車企業出口 6.12 萬輛，環比增長
8.7%，同比增長 41.1%。今年前兩個月累計出口
11.75萬輛，同比增長23.5%。

貴州省旅遊局局長傅迎春於昨日在香港舉行
的 「貴州旅遊推介會」上表示，今年以來，該省
旅遊招商和重大項目建設進展順利，50 個重點
旅遊招商項目已成功招商 13 個，簽約資金 280
多億元（人民幣，下同）。此外，多彩貴州城、
中鐵 「貴州國際旅遊體育休閒度假中心」和遵義
匯川國際溫泉旅遊城等一批重點項目已相繼開工
建設。

旅遊總收入年增三成
傅迎春表示，為進一步推進貴州旅遊業的發

展，該省計劃推出原生態民族文化、鄉村旅遊、
溫泉療養、山地徒步、漂流探險、美食地理等旅
遊產品和 96 項旅遊文化體驗活動。他指出，目
前貴州旅遊項目建設已顯著加快，旅遊招商成效
明顯，產品建設力度加大，新興業態不斷湧現。

近年來，貴州旅遊環境有了很大改善。傅迎
春表示，過去五年，全省旅遊總收入保持了30%
以上的增長，旅遊業增加值佔到 GDP的6.6%，
對經濟社會的貢獻率明顯增強；去年貴州省實現
入境旅遊人數達58.51萬人次，同比增長17.02%
，高於全國 15 個百分點。而據各市州統計，去
年貴州省已開工或簽約的旅遊建設項目共269個
，總投資 1100 多億元，其中到位資金 380 多億
元。

冀境外遊客年增兩成
展望未來五年，隨着立體交通及硬件設施的

大幅度改善，貴州旅遊的後發優勢亦將得到充分
的發揮，而該省的目標是：按照建設國際知名、
國內一流旅遊目的地和休閒度假勝地的要求，着
力優化旅遊產業素質，把質量、效益視為重中之

重，讓旅遊業在保護一方山水、傳承一方文化等
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據介紹，貴州旅遊將積極實施 「走出去」戰
略，將以港台、日本、韓國、法國為重點入境目
標市場，包裝推出一批新產品、新線路，努力提
高境外公眾對貴州旅遊的認知度，力爭入境旅遊
市場保持20%以上的增長。傅迎春指出，從二○
○○年至今，赴黔港客數量成倍增長，而去年該
省接待香港旅客11.4萬人次，同比增長17.2%。

此外，該省還將加密開拓新航線，確保今年
入境旅遊飛行航班和包機達130班次以上。據悉
，貴州新增貴陽至台東的旅遊包機，貴陽至台北
航線增加至每周5班，貴陽通達重點旅遊城市的
航班航線有明顯增長，貴陽機場完成旅客吞吐量
734 萬人次，同比增長 17%，其中國際航班 124
架次，同比增長77.1%。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在連跌四個交易日後大
幅反彈。來自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最新數據顯示，昨日
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3073，較上一交易日大幅上
漲162個基點，重新升破6.31水平，並創出今年來最
大單日漲幅。有分析稱，中國人民銀行昨日引導人民
幣大幅走高，此舉是要向市場發出 「人民幣匯率波動
區間可能即將擴大」的信號。

本月五日，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 「人民幣匯率
逐漸具備了浮動條件，幅度可以考慮適當加大」。此
後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連跌四日，至本周四延續跌勢
報於6.3235元，已跌回今年一月中旬的水平，四日內
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累計跌255個基點。香港離岸人
民幣市場，即期匯率也一度跌至五周以來的新低。及

至昨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大幅走高，報6.3073，
不僅重新升破 6.31 水平，亦創出今年來最大單日漲
幅。

市場分析認為，央行在擴大人民幣日內波動幅度
之前調低中間價，可能是為了試探市場的反應。某外
資銀行駐上海的交易員表示，從昨日央行出人意料地
引導人民幣大幅走高，已向市場發出清晰信號：央行
希望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事實上，在周小川表
態之後，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本月六日也
曾表示，人民幣匯率當前已接近均衡水平，下一步可
放寬雙向波動幅度，每日上下波幅可擴大至 0.7%或
0.75%。

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認為，此前人民

幣對美元匯率出現貶值是必然的，這與周小川的表態
沒有直接關係，因為其規律和市場周期本身已經囤積
了太多的貶值空間。還有分析人士認為，貶值原因主
要還是和國際市場供求相關，希臘債務互換將推遲至
三月八日以後進行，市場擔憂希臘違約不可避免，造
成美元因避險買盤走強，非美貨幣則承壓下跌。

中國社會科學院投資系博士付立春認為，隨着周
小川的表態以及相關政策實際實行，人民幣匯率波動
將更為寬鬆，人民幣的雙向波動將會更為頻繁，幅度
可能會越來越大，相應的政策可能還會出現。從短期
來看，中信銀行總行國際金融市場專家劉維明認為，
人民幣可能會呈現震盪升值的狀態，且波動的時間會
拉長，可能表現為在某一區間內震盪。

人幣創今年最大單日升幅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數據顯示，今年一至
二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11.4%，低於去年十二月份的 12.8%。這是自
去年一月份以來，工業增加值增速首次低於
12%。此外，消費品零售總額及固定資產投資
等增速亦有所回落，同比增長分別為14.7%及
21.5%，較去年十二月的18.1%和23.8%回落3.4
及2.3個百分點。上述三項數據均見回落，反
映經濟增速正處於放緩過程中。

統計局公布，一至二月份，國有及國有控
股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7.3%，集體企業增長
9.9%，股份制企業增長13.9%，外商及港澳台
商投資企業增長 5.0%。分輕重工業看，前兩
個月重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9%，輕工業則
增長12.7%。同時，41個大類行業增加值全部
保持同比增長。分地區看，東部地區增加值同
比增長7.8%，中部地區增長17.6%，西部地區
增長16.6%。

數據還顯示，前兩個月，固定資產投資
（不含農戶）為21189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 21.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33669 億元，同比名義增長 14.7%；其中限額
以上企業消費品零售額 15238 億元，增長
14.9%。期內，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
27.8%，增速較去年全年回落0.1個百分點；房
屋新開工面積增長 5.1%，增速回落 11.1 個百
分點；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14.0%，
銷售額同比則下降20.9%。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經濟分析師李慧勇表示，中國一至二
月投資還是保持較高增速，無論是總體投資還是房地產投資
，說明由於投資有較大慣性，經濟回落還是一個緩慢過程。
他表示，不太可能出現一部分人擔心的需求突然蒸發的現象
，預計中國今年全年投資增速在21.5%。

不過，李慧勇認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消費，因
為今年經濟增速下滑，收入預期下降，物價回落，可能消費
也會出現大幅回落，預計今年全年消費增速在15%左右。而
據國家發改委較早前預計，中國今年全年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增長1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4%。

二月發電量大增兩成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昨日發布數據稱，中國二月份發

電量為3701.7億千瓦時，同比增長20.6%，這是自二○一○
年四月份以來最快增速，主要是春節後企業紛紛復工，加大
了用電需求。國家統計局同日亦公布，今年一至二月份，中
國發電量累計達到7187億千瓦時，同比增長7.1%；不過，
日均發電量則低於去年十二月的130億千瓦時，只有120億
千瓦時。

大和資本市場清潔能源和公用事業研究部門地區主管
Dave Dai表示，二月份的發電量增速好於預期，預計下半
年的電力需求增速將比上半年更強。據他預測，中國第一季
度用電量可能增長5%，第二季度增長8%，第三及第四季度
則分別增長11%及10%。

統計局還公布數據顯示，一至二月鋼材產量達到13929
萬噸，同比增長4.6%，日均產量232萬噸；水泥產量21588
萬噸，同比增長4.8%，日均產量360萬噸；原油加工量達到
7654 萬噸，同比增長 4%，日均加工量 128 萬噸；十種有色
金屬548萬噸，同比增長8.4%，日均產量9.1萬噸；乙烯產
量264萬噸，同比增長0.6%，日均產量4.4萬噸。

貴州簽13旅遊項目涉資280億

QFII新獲31億美元投資額
國家外匯管理局昨日表示，外管局在近日召開的合格機

構投資者投資額度評審會中，評審通過12家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QFII）共計 18.6 億美元投資額度。今年以來，外
管局已批准23家QFII投資額度共計31.1億美元。截至三月
九日，累計批准129家QFII機構（不含已取消額度的2家機
構）共計245.5億美元投資額度。至此，已向外管局完整遞
交申請材料的新獲批資格的QFII均已獲批額度，與證監會
QFII資格審批基本保持一致。

中國證監會昨日發布的名單顯示，今年二月份證監會新
批准5家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這5家QFII分別為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大眾信託基金有限公司、明治
安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三井
住友銀行株式會社。截至二月底，QFII家數增至147家。

▲傅迎春表示，過去五年，貴州旅遊總收入年
均增長30% 本報攝

中國人民銀行昨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二月份新增
人民幣貸款7107億元，同比多增1730億元。但較一
月份的7381億元低274億元。新增部分主要為非金融
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高達6435億元，佔比90.5%。
與一月份新增存款錄得負數比較，二月人民幣存款增
加1.6萬億元，同比多增2824億元。其中非金融企業
存款增加最多，達到8941億元。

地產貸款仍受限制
貨幣供應方面，截至二月末，M2 餘額 86.72 萬

億元，同比增長 13.0%，比上月末高 0.6%；M1 餘額
27.03萬億元，同比增長4.3%，比上月末高1.1%；M0
餘額 5.14 萬億元，同比增長 8.8%，比上月末高
5.8%。

針對二月份新增人民幣貸款較低，中國央行原副
行長吳曉靈認為，一些銀行的貸款可能受到存貸比的
限制。此外，銀行放貸更加謹慎、經濟降溫令企業貸
款需求減少也令當月貸款減少。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鄂永健分析稱，企
業的盈利預期不大好，另外房地產貸款等依然受到限
制，也制約二月份新增信貸增長。不過，隨着節後企
業開工，加之融資平台貸款相關政策明朗，信貸需求
會有所恢復。再加上季末銀行加大存款吸收力度也會
緩解存貸比壓力，他料三月新增貸款有望回升。對外
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兼職教授趙慶明認為，二月份
流動性相對緊張；經濟仍呈下行走勢令企業信貸需求
相對較弱，同時銀行房貸也更加謹慎，均是二月份信
貸投放較少原因，但相信三月份的新增信貸有望到萬
億元。

業界料央行續降準
國海證券宏觀經濟分析師鄒璐關注，二月份在存

款大幅回升的背景下貸款仍相對較弱，中長期貸款增
長亦較差，反映需求還是比較疲弱。在目前需求仍較
疲弱，物價繼續回落的趨勢下，這將給予一定的政策
寬鬆空間，預計未來仍將繼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利
率預計保持穩定。

鄂永健認為，考慮到勞動力成本上漲、大宗商品
價格高企等中長期通脹壓力，加之央行將今年M2的

增長目標定在14%的較低水平，準備金率快速、大幅
下調的可能性不大，目前也還沒到降息的時機。他估
計，未來公開市場操作將繼續作為主要政策工具來靈
活使用，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適度，並維持今年內法
定存款準備金率仍將有1至3次、每次下調0.5%的判
斷。

此外，截至二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56.24萬億
元，同比增長15.2%，比上月末高0.2%，比上年同期
低 2.5 個百分點；人民幣存款餘額 81.74 萬億元，同
比增長12.6%，比上月末高0.2%，比上年同期低5.0%
。數據還顯示，二月份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發生
1907億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發生120億元。

今年首二月部分宏觀經濟數據表現
項目

工業增加值

固定資產投資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總額
（億元人民幣）

─

2.1萬

3.37萬

同比增長
（%）

11.4

21.5

14.7

各界評論二月信貸數據
申銀萬國首席分析師李慧勇

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李晶

滙豐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

民生銀行經濟學家李志強

國海證券宏觀經濟分析師鄒璐

季初扎堆放貸的現象及外部需求均有所減少。中央可能就存貸比限制放鬆信
貸；可能採取財政貼息、不對稱降息的方式鼓勵企業融資，穩定增長

銀行業存款不太可能加速上升，通脹壓力料繼續回落，為保持經濟穩定成長
，今年上半年存準率還將調降兩次

「兩會」 後貨幣政策放鬆會加快，以數量型工具為主，比如下調存准率、央
票的淡出、靈活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以及放鬆新增貸款

新增信貸結合已公布的居民消費價格數據看，非食品的通脹壓力依舊不能輕
視，預計未來央行政策執行力度以 「中性為主」 不會有太大的放鬆，三月份
應該不會有降准動作

二月份存款大幅回升但貸款仍相對較弱，中長期貸款增長亦較差，反映需求
還是比較疲弱。政府可能將給予一定的政策寬鬆空間

▲內地二月放貸較市場預期低▲內地二月放貸較市場預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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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汽車產銷增逾兩成

▲二月份發電量明顯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