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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升勢中止 寬貨幣可期
滙豐中國三月PMI初值降至48.1 近四月最差

短期外債佔比回落 三年首見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二十二日
電】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
晨風集團董事長尹國新接受本報採訪
時預測，今年中國紡織服裝行業將面
臨 「大洗牌」，一大批實力弱小的企
業肯定會慘遭淘汰。他呼籲政府減輕
企業沉重的稅費負擔，但不要採取刺
激性措施干預市場。

海關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

月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累計出口下降
2.6%，其中二月份出口僅為 97.12 億
美元，同比下降 7.01%，環比下降
54.87%。尹國新表示，國內外市場的
不景氣及成本不斷攀升，已預見今年
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生存艱難。

二月出口環比跌五成
他分析稱，目前內地棉花收儲價

格為每噸 19800 元（人民幣，下同）
， 加 上 其 他 成 本 ， 每 噸 價 格 高 達
21000 元左右，而國外棉價每噸僅
16000 元，每噸差價近 5000 元同時，
內地用工成本連年上升，已經無法與
東南亞國家相比。

與其他行業普遍反映融資難不同
，尹國新認為融資成本上升對紡織服
裝行業的影響有限，而內地紡織服裝
行業的稅負並不算高。反之 「高得離
譜」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才是造成
企業負擔過重的真正原因。他說，用
於公共支出和民生保障的收費企業應
該支持，但是政府部門在設定收費項

目上隨意性太大， 「經常是隨便發個
文件就要企業掏錢，甚至某個事業單
位缺錢了，也要企業交錢來養活他們
，真是莫名其妙。」

呼籲政府為企業減負
尹國新指出，當前企業面臨巨大

生存壓力，地方政府應切實為企業
「減負」，也要對紡織服裝行業進行

適當的扶持，但是不要採取刺激性措
施，防止擾亂市場。他以前兩年國家
對家電和汽車行業採取一系列刺激消
費的措施為例，在換來短期的行業高
速增長同時，也造成嚴重 「透支」，
使這兩大行業在去年出現嚴重下滑。

另一方面，中國紡織服裝行業也
要真正練好 「內功」，持續提升產品
品質和生產效率，不斷開發具有競爭
力的新產品，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尹
國新強調，在當前惡劣的形勢下，企
業應該正視自身的問題，不能把問題
都歸結於歐債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等
外部因素上。

【本報記者焦紅瑞、高賀強、陳婧哈爾濱二
十二日電】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及香
港的近 300 家企業，今日在哈爾濱出席黑龍江省
與外埠企業項目交流合作會。會上推介的項目主
要涉及食品、原材料、消費品、石化、電子信息
裝備、醫藥等行業，投資規模約1610億元（人民
幣，下同）左右。

給投資者創造最好條件
黑龍江省副省長張建星在會上致辭時表示，

該省將為省內產業發展和外埠企業投資興業創造
更加優良的環境。除國家法律禁止外，經濟社會
的各個領域、行業和產業，一律對外開放。堅持
依法行政，強化執法監督，做到司法公正，依法
護商，為投資者安心投資創業創造良好的法治環

境，確保投資者投資利益和人身安全不受侵害，
讓投資者安心投資，省心創業，放心發展。

同時，黑龍江亦願意把最好的資源讓投資者
開發，把最寶貴的土地讓投資者利用，把最充裕
的能源讓投資者使用。政府的產業資金一視同仁
地對所有企業給予扶持，同時還將根據投資者要
求，因企制宜，因項目制宜，特事特辦。

此次參會的外埠企業家亦紛紛表示，黑龍江
地域廣闊、資源充裕、交通便利，具有獨特的開
放優勢，特別是近年來，該省經濟發展速度不斷
加快，產業發展優勢持續增強，發展空間更加廣
闊。而被稱為 「中國首善」的陳光標是這次活動
的倡導者。他表示，黑龍江不僅是中國第一大糧
倉，有豐富的資源，近些年更展示出沿海開放地
帶一樣的胸懷，這裡必將給企業家們帶來良好的

發展機遇。

國際投行冀加快產業升級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吳懿稱，

投資者目前較為關注具有較強勁的基礎及較高增
長潛力的行業及企業。而黑龍江豐富的資源及未
來巨大的發展潛力正符合這些特性，如能夠通過
引進來的方式實現產業升級，對於本地的經濟進
一步騰飛將起到關鍵性作用。他願意邀請國際投
資者來深入了解黑龍江，更願意把黑龍江的企業
家領出去，進入國際舞台。

據了解，作為中國能源原材料基地、商品糧
基地和裝備製造業基地，近年來黑龍江省不斷加
快推進 「八大經濟區」和「十大工程」建設，加快
構建以新材料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裝備製造
產業、交通運輸裝備製造產業、新型農機裝備製
造產業、綠色食品產業、礦產經濟產業、煤化石
化產業、林產品加工業和現代服務業 「十大重點
產業」為主體的現代產業體系。預計到二○一五
年，十大產業投資總額將達到2.5萬億元以上。

300企業參與龍省招商會

紡織行業面臨大洗牌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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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債餘額情況一覽
（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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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季變幅）

6949.97（-0.31%）

6971.6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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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視頻網站優酷與土豆的合併成為市場
關注的焦點。優酷高級運營副總裁魏明昨日在
港表示，先人後事為此次合併的整合思路，雙
方將在彼此的相互理解下提高競爭力，而優酷
在內容方面將保持現狀，具體的新公司架構將
於三季度合併完成後宣布。

魏明是在優酷出品 「美好二○一二發布會
」接受採訪時作出上述表示的，他強調此次與
土豆的合併只是開始，還將有一系列的過程，
首先是管理層的融合、了解。整合思路是會堅
持先人後事，因人是公司最核心的價值。同時
，把能省的成本都省下來。魏明還稱，優酷和
土豆定下了合併的八字方針，即 「尊重、包容
、開放、合作」。

據悉，目前兩家公司內容、銷售、公關等
團隊仍是獨立運營，而版權部門已開始部分融
合。優酷與土豆還成立了過渡委員會，魏明稱
，這種融合會議未來會不斷持續，成為例會。

至於視頻網站的未來發展，魏明稱，合併
究竟是否為趨勢尚難定論，但行業的發展水平
與總體競爭力及滿足用戶需求有關。而他認為
，目前合併是應對當前行業發展的最好辦法。

談至與香港及海外地區的合作，魏明表示
，此次優酷出品來港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舉
行發布會，與香港導演的合作亦表明優酷面向
全世界華人的初衷。同時此次在與香港浸會大
學傳理學院學生的交流中發現，年輕人是網絡
視頻的供應源，網絡能幫助年輕人提前實現電
影夢想，以後會多開展類似交流活動。

對於優酷的搜索業務，魏明介紹稱，優酷於一年前
已率先開展了全站搜索業務，相比其他站內搜索（即只
能搜索到自己網站的視頻），除了為搜索用戶帶來最好
的選擇，還能為其他視頻網站帶來流量。

優酷與土豆三月十二日宣布雙方將以 100%換股的
方式合併，土豆將退市。優酷股東及美國存託憑證持有
者將擁有新公司約71.5%的股份，土豆股東及美國存託
憑證持有者將擁有新公司約28.5%的股份。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下稱，中電聯）昨日發布報
告認為，在穩中求進的經濟基調下全社會用電量將穩步
增長，預計一季度用電量增長7%至8%，上半年用電量
增長9%左右。不過，在財務費用增加及電煤漲價的背
景下，中電聯對火電企業的經營前景仍不樂觀。

中電聯在報告內稱，受經濟下行影響，全社會用電
量自去年九月份以來增速持續走低，至今年一至二月低
至 6.7%。三至四月份將是判斷未來一段時期月度用電
量走勢的關鍵月份，初步預計三月份全社會用電量為
4200 億至 4300 億千瓦時，一季度全國全社會用電量
1.17-1.18萬億千瓦時，增長7%至8%，在扣除閏年因素
影響一季度全社會用電量1個百分點左右後，一季度日
均全社會用電量增長6%至7%。

中電聯又預計，迎峰度夏前全國電力供需仍然維持
總體平衡，最大電力缺口1000萬至2000萬千瓦，主要
集中在南方電網、華東電網和華中電網部分省區。

中電聯指出，國家發改委在去年十二月上調電價並
控制煤價，雖總體緩解火電企業持續虧損的局面，不過
，一方面利率上調造成財務費用進一步增加，另一方面
雖然市場電煤價格高位有所下降，但仍略高於上年同期
，加上今年重點合同電煤價格上漲5%，導致五大發電
集團平均到場標煤每噸單價（含稅）仍然比上年同期上
漲 42 元，火電行業虧損局面仍未扭轉，經營前景仍不
樂觀。

社會用電量增速將回升

各界觀點

豐中國

澳新銀行

美林美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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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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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

未來經濟或進一步下滑
，決策層應加大政策寬
鬆力度
中國需求表現不佳，對
商品市場影響非常大
目前緊縮的流動性對中
小企打擊甚為嚴重
應小心解讀PMI數據，
政府也不可輕言減息
中國經濟增速將顯著放
緩，迫使政府進一步放
鬆貨幣政策
中小企業經營狀況正持
續惡化

豐昨日公布由其編制的三月份製
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三月份初值僅為
48.1，創近四個月以來的新低，終結了
此前的回升趨勢。值得注意是，豐
PMI已連續五個月處在榮枯分水嶺下方
，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和今年一月分
別錄得 47.7、48.7 和 48.8，儘管二月小
幅回升至 49.6 水平，但本月再度出現
回落，反映經濟下行的風險仍大。三月
PMI終值將於四月一日公布。

未來經濟增速續下滑
從分項數據來看，三月份產出和就

業指數再度回落至 50 下方，尤其後者
更創下三年來最低水平；新訂單指數亦
明顯下降，但新出口訂單分項則略有回
升。屈宏斌表示，三月份 PMI 初值和
新出口訂單指數均創四個月以來新低，
顯示不論是國內需求還是外部需求都在
繼續走低，其中新出口訂單指數的收縮
幅度有所減小，暗示內需下降的速度更
快。

屈宏斌還表示，目前更為嚴重的問
題是製造業生產活動的放緩已經開始影
響就業市場，使得就業指數錄得○九年
三月以來的新低，反映製造業放緩已令
企業招工意願降低。與此同時，三月份
豐 PMI 初值的下降和近期工業生產
超預期的減速傳遞了同樣的信號，即未

來的經濟增速可能進一步下滑，因此，
他認為中國政府和決策層應該加大政策
寬鬆的力度以保持穩定的增長。

交通銀行宏觀分析師陸志明亦對中
國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表示了憂慮。他
說，由於豐主要反映中小企業的經營
狀況，很多出口企業都是中小企業，三
月豐中國 PMI 的持續下跌意味中
小企業經營狀況正持續惡化。他進一步
解釋稱，在內外部環境均不太理想的情
況下，由於中小企業受政策支持相對較
少，經濟規模收縮對其直接衝擊較大。美
銀美林經濟學家陸挺更直言，目前緊縮
的流動性對中小企業的打擊甚為嚴重。

業界料出現通縮機會微
不過，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

濟學家馬駿認為，市場應小心解讀PMI
數據。他認為三月 PMI 初值大幅回落
主要是訂單下降所拖累，但令他感到不
解的是，同一報告中的投入品和產出價
格指數都穩定或上升。歷史上，訂單指
數下降幾乎必然與價格指數下行同時發
生，但這次該相關性卻突然逆轉，這表
明數字內還有不少未明朗的地方。在他
看來，中國政府不應輕言減息，首先今
年出現通縮的幾率幾乎為零，實際利率
不會太高；其次出口增速在最近就將見
底，下半年出現反彈是大概率的事。

豐昨日公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覽數據顯示
，三月份中國PMI初值降至四個月以來低點48.1，終結此前連續三
個月升勢，且為連續第五個月處在榮枯分水嶺下方。豐銀行大中
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目前內外需前景未見改觀，出口訂
單下降疊加內需放緩，中國製造業動力將進一步減弱，呼籲中國政
府加大政策寬鬆力度。

本報記者 羅縈韻

【本報記者陳明瀘州二十二日電】
四川中國白酒產品交易中心新址今日在
「中國酒城」瀘州落成。交易中心總規

劃建築面積 12 萬平方米，目前已投資
逾3億元（人民幣，下同）建成了建築
面積達3萬平方米的酒類產品現貨交易
場所。據了解，未來五至八年，交易中
心將聚集酒類及相關產品交易商會員
3000家以上，年交易額800億元以上，
成為確立中國白酒價格指數及行業標準
的權威機構。

■貴州茅台利潤增七成三

▲黑龍江省副省長張建星致辭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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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劉漸飛武漢二十二日電
】湖北省武漢市新聞辦今日披露，明年
上半年，武漢化工區核心項目 80 萬噸
乙烯及配套工程投產，到 「十二五」末
，武漢石化及相關配套產業產值將突破
千億元。而在未來五年，化工區將努力
打造成中部地區石油化工生產基地和產
品供應中心。

化工區位於武漢東北部，託管區域
71.46 平方公里，人口約 3.65 萬。該區
按 「一主軸、一核心、上組團」進行空
間布局。

貴州茅台（600519）昨晚發布二○一一年度業績快
報稱，實現淨利潤87.63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增長 73.49%；營業收入 184.02 億元，同比增長 58.19%
；基本每股收益 8.44 元。該股昨日收報 205.35 元，漲
0.12%。

【本報實習記者李理北京二十二日
電】截至去年四季度中國錄得外債餘額
6949.97 億美元，較去年九月末數據環
比回落0.31%。此外，短債餘額在總外
債餘額的佔比也結束連續十個季度的上
升態勢，由去年九月末的 72.81%，跌
至 72.07%。北京科技大學金融系主任
劉澄認為，在今年人民幣升值區間縮小
及降息預期增加的雙重壓力下，外匯料
呈繼續流出之勢，短期外債餘額亦將有
所下降。

國家外匯管理局周四公布，截至去
年末，中國的外債餘額為 6949.97 億美
元（不包括港澳台地區），其中，登記
外債餘額為 4457.97 億美元，企業間貿
易信貸餘額為2492億美元。

去年以來，短期外債餘額在總外債
佔比中維持七成左右的比例。截至去年
四季度的短債餘額中，企業間貿易信貸
佔 49.75%，銀行貿易融資佔 24.26%，
二者合計佔短期外債餘額的 74.01%。
外管局表示，這與中國近年來對外貿易
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

劉澄認為，去年人民幣升值壓力較
大，外商直接投資公司往往偏好佔用境
外低成本、低利率資金，投資於內地有
升值預期的人民幣資產，從而形成巨額
外債。他引述數據稱，去年四季度的外
商投資企業債務餘額數據較去年九月末
有所增加。截至去年四季度，外商投資
企業債務餘額為 1363.60 億美元，境內
外資金融機構債務餘額為540.54億美元

，二者相加佔全部登記外債近五成。
他續稱，貿易信貸是投機資金藏

匿的平台， 「因為很難區分企業套利
或者防止匯率波動的動機」。他並預
計，在內地樓市低迷以及人民幣升值
見頂的背景下，未來外匯資金流出波
動將加劇。

昨日人民幣兌一美元中間價較上
日走高 88 個基點報 6.3004 元。受中間
價走高帶動，詢價交易系統人民幣兌
一美元的收盤價創三個月單日最大漲
幅，升 232 個基點或 0.37%，由上日的
6.3229 元升至 6.2997 元。分析員稱，
結合今年來波動加劇的中間價走勢，
近期市場對可能擴大人民幣波幅的預
期漸強。

■武漢石化業產值將破千億

■四川白酒交易中心落成

▲豐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顯示
，內地工業生產進一步減弱

▲優酷高級運營副總裁魏明昨日在港透露兩網合併
的整合思路 本報攝

▲中電聯預計社會用電量將穩步增長

▲紡織協會料實力弱小的企業會遭
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