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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指央行四月 再 降 準

央行正回購操作銳減 150 億
銀行資金需求增 貨幣續適度寬鬆

中國人民銀行昨日在公開市場開展 50 億元（人民幣，下同）
91 天期正回購操作，較上周同期限品種銳減 150 億元，由於本周公
開市場到期資金為 300 億元，央行本周在公開市場已實現 250 億元
的淨投放。本周正值清明節小長假，分析認為，商業銀行資金需求
增強，公開市場淨投放有利於銀行系統資金面保持寬鬆，料本月將
延續適度寬鬆狀態。
本報記者 羅縈韻
昨日為清明節假期後首個工作日，
在經歷首季全面停發央票後，央票昨日
繼續在公開市場上缺席，同日開展的
91 天正回購操作較上周同期限品種明
顯減少，由上周的 200 億元降至 50 億
元，中標利率則仍持平於 3.14%。公開
市場上周也實現淨投放，涉及資金 190
億元。外電統計顯示，四月央行公開市
場央票和正回購到期量為 3990 億元，
較上月增加近六成，且為去年六月以來
的最高單月到期量；其中四月央票到期
量為 1830 億元，正回購到期量為 2160
億元。公開市場上周實現淨投放 190 億
元，本周也延續上周的淨投放格局。

近期或再降存準率
財達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李劍峰認
為，四月份資金面估計和三月份差不多

。他指出，過幾天實際公布的經濟數據
可能會驗證三月份貨幣與信貸增速維持
小幅回升勢頭，但從目前來看，央行在
公開市場中的操作還是會以謹慎為主，
畢竟雖然二月份通脹率下降幅度較大，
然而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中
的購進價格指數連續攀升，預示未來
通脹形勢並不那麼樂觀。
今年一季度全面停發央票，在多數
券商研究員看來，與預調微調的思路不
謀而合，央行更傾向於中性的貨幣政策
，以保障銀行體系流動性適度寬鬆。在
資金面仍難見樂觀下，市場認為，央行
或會在近期出台貨幣寬鬆政策，存款準
備金率可能在近期再度下調。李劍峰認
為，存準是否下調主要取決於貿易順差
和外匯佔款的數據。他預計四月份的數
據或許較之前有所好轉。存準雖有下調

高盛料三月貸款超 9000 億
高盛高華發表最新研究報告預計，
三月份的貸款規模可能突破 9000 億元
關口達到 9300 億元，高於今年一、二
月的單月規模。交通銀行也預計，三月
新 增 貸 款 量 為 8800 億 元 ， 同 比 增 加
15.5%，預計全年新增 8 萬億至 8.5 萬億
元。
高盛高華中國經濟學家宋宇在報告
中表示，三月份中國人民銀行顯著放鬆
信貸控制。雖然月初時信貸供應增長緩
慢，淨增貸款額下降，但月內貸款供應
快速上升。宋宇認為，貸款規模的增加
不僅將為實體經濟注入更多流動性，同
時也將緩解市場對公司和銀行借貸意願
的擔憂。
該行預計，中國財政政策將延續今
年前兩個月的寬鬆立場，並有望支持廣
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長，外匯佔
款可能較一、二月份的 1500 億元和 250
億元水平小幅上升，但仍將顯著低於去

年同期約 4000 億元的水平，因此對 M2
的貢獻仍是同比下降。總體而言，宋宇
認為，受到貨幣狀況放鬆的推動，三月
份的經濟增速較一、二月份有所改善，
而今年一季度 GDP 的同比增速將從去
年四季度的 8.9%降至 8.5%，進出口同
比增速基本保持不變；至於 CPI 方面，
他預計三月 CPI 同比增長可能將與二月
份基本持平於 3.2%。
交通銀行金研中心最新宏觀數據則
預測，三月 CPI 同比漲幅約在 3.5%，
年內最大不確定因素是國際油價帶來的
輸入性通脹壓力。
交行預計，目前降息的可能性不
大。經濟下行，總體信貸需求難有大
幅增長，但隨政策適度放鬆，準備
金率適度下調，銀行信貸投放能力增
強，信貸餘額增速有望呈逐步回升的
態勢，預計全年新增貸款約 8 萬億至
8.5 萬億元。

﹁

的保障房建設是真正的保障性住房。
受訪的房地產企業中，有 28 家認為
所在城市保障房建設開局緩慢，這意
味今年建築材料需求存在很大的不確
定性。
針對房地產商的開發建設、房屋
庫存量的問題。渣打的調查顯示，受
訪開發商的建設活動並沒有比此前大
幅減少。其中 14 家更反映目前在建的
房地產項目較三個月前增多，有 12 家
開發商表示未來三個月的建設項目將
會增加。部分開發商表示，建設活動
反彈的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強制要求
開發商在拿地之後兩年內進行建設開
發。受訪的開發商中 21 家感受到這種
壓力。

滬樓小陽春 成交面積倍增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五日電】
滬新建商品房成交創近十個月來新高
，三月共成交 6836 套約 79.9 萬平方米
，環比分別提升 87.7%及 98.2%，同比
則分別提升 85.8%和 94.2%。此外，三
月新房成交均價環比提升 11.63%至每
平方米 2.21 萬元（人民幣，下同），
21 世紀不動產上海區域分析師黃河滔
說，考慮到上半年往往是傳統樓市的
旺季，料四月上海樓市仍將延續 「小

陽春行情」。
黃河滔說，三月上海樓市成交規
模無論是趨勢，抑或絕對量都堪稱
「小陽春」。數據顯示，三月份上海
新建商品房新增供應面積達 67.5 萬平
方米，環比提升 118.3%，為年內最高
。隨上海樓市整體交易的日漸活躍
，具有較高去化意願的房企紛紛入市
推盤。在當月新推的 33 個項目中，新
推房源供應面積在 3 萬平方米以上的

個月保持增長。受訪企業提到需求轉強
，以及在部分情況下新產品開發等促進
增長的因素。與經營活動一樣，新業務
也有實質增長，但增速仍低於長期平均
值。雖然新業務不斷增長，三月份企業
用工增幅僅算輕微，為三十八個月以來
最低，主要原因是企業重組。就業增速
放緩，說明服務業產能壓力有限，月內
積壓工作量環比大致持平。
調查還顯示，3 月份服務業平均成
本進一步上揚，而且升幅平穩，與上月
大致相仿。據受訪企業反映，燃料價格
、運輸費用和勞動力相關成本的上漲，

有調查顯示，金融機構對中國在四月下
調存款準備金率的預期提高，逾六成受訪金
融機構固定收益部門認為，中國將在四月下
調一次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但他們普遍認為
，央行在四月份不會調降一年期存款基準利
率。
第四期湯森路透中國固定收益市場展望
調查，共有 27 家機構參與。其中，銀行類參
與機構 15 家，包括五家國有銀行；證券類參
與機構 9 家，包括中金公司和中信證券；保險
類和基金類參與機構 3 家，為人壽資產、國泰
人壽和中銀基金。逾六成受訪金融機構固定
收益部門認為，中國央行將在四月下調一次
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且有逾四成的受訪機構
還預期，二季度準備金率會調降兩次。
和前三期展望調查一樣，機構對中國出
台降息舉措仍較謹慎。全部 27 家機構中有 26
家都認為，央行在四月份不會調降一年期存
款基準利率，目前為 3.50%。
目前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為 20.5%
，中小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為 17%。今年以
來央行已於二月十四日下調一次存準率，去
年則是上調六次下調一次，而去年十二月五
日的下調是近三年來首次調降。

▲央行有意令銀行保持流動性適度寬鬆
空間，但可能性並不大。

滬同業拆息顯著上升
受例行的存款準備金繳款影響，昨
日市場資金面出現一定程度的緊張，但
從長端利率繼續下行看，市場對未來資
金面的預期仍較為寬鬆。
當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

（Shibor）短端顯著上行，1 周品種領
漲約 53 個基點，但 1 個月及以上期限
品種繼續下跌。具體來看，隔夜、1 周
和 2 周品種各上漲 36.41 個基點、52.58
個基點和 42.87 個基點。1 個月、3 個月
、6 個月、9 個月和 1 年品種各下跌 5.18
個基點、0.55 個基點、0.02 個基點、
0.48 個基點和 0.22 個基點。

德勤稱地方債風險可控
德勤中國昨日發表報告指出，中國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負債中 80%是通過銀
行信貸獲得的資金，隨二○一一至二
○一三年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將迎來
到期高峰期，銀行不良貸款率料將有所
上升，但相信不會演化成大規模的壞帳
，今年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風險仍然可控。
德勤中國全球金融行業領導合夥人

劉明華認為，化解地方融資平台貸款風
險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抓緊清理規範
融資平台公司，建立起公開、清晰、完
整的政府資產負債表，並由此建立有市
場約束的直接融資機制。
根據國家審計署報告，約 5.6 萬億
、近 53%的地方債務將在二○一一至二
○一三年到期。

製造業信息化投資上升
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科學技術情報
研究所昨日發布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工
業製造企業信息化投資穩中有升，去年
大型工業製造企業信息化平均投資額同
比增長 9.8%，信息化投資額佔銷售總
額的比重為 0.16%，較上年下降 0.02 個
百分點，佔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重為
2.21%，較上年升 0.15 個百分點。
工信部電子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對
去年全國 311 家大型（年銷售額在 3 億

元人民幣以上）及 87 家中小型（年銷
售額在 3000 萬至 3 億元）工業製造企
業信息化投資水平進行了調查。調查結
果顯示，去年中小型工業製造企業信息
化平均投資額同比下降 5.56%，信息化
投資額佔銷售總額的比重為 0.89%，較
上年上升 0.08 個百分點；信息化投資
額佔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為 4.08%
，較上年升 0.12 個百分點。

▲外電料本月再下調存準率

■福建設 4 億元創投基金
【本報記者宋少鐸福州五日電】記者從福建省政府
獲悉，閩省首支由省級財政創投基金參股成立的創業投
資基金日前啟動，基金總盤 4 億元（人民幣，下同），以
支持 LED、信息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
據悉，福建省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創投基金由閩省
財政創投基金出資 1 億元，向社會非公開募集資金 3 億
元組成，重點投向福建省內註冊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
領域中初創期或成長期企業，如新型顯示產業、LED
產業、信息通信產業、高端軟件和新興信息服務業等，
力解決種子型、創新型、成長型中小企業和技術團隊
融資難的問題。

■青島下周辦國內旅交會
【本報記者王志剛、于光霞青島五日電】由國家旅遊
局和山東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 2012 中國國內旅遊交
易會將於本月十三日登陸青島。為期三天的展會上，預
計將有來自全國 31 個省市、自治區及港澳台地區的
2200 多家企業和機構參展，山東展團將超過三分之一。
中國國內旅遊交易會是一年一屆的全國性旅遊行業
展會，已在全國其他地區舉辦 18 屆。本次是首次在山
東省青島市舉辦，山東省在四川的所有援建項目也將參
展。 「
好客山東」展區也將是歷屆展會中規模最大的東
道主展區。同時進行的旅遊裝備展已有 15 家企業落實
參展，面積共計 2800 平方米。遊艇、旅遊巴士、水上
自行車等均將在本屆展會亮相。

■咸陽承接產業轉移簽約逾百項
【本報記者任麗西安五日電】第十六屆中國東西部
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間，陝西咸陽市 「承接產業轉移
項目對接會」共簽約項目 109 個，吸納資金達到 1238.4
億元（人民幣，下同）。涉及能源化工、裝備製造、商
貿物流、基礎設施、文化旅遊、食品、農產品加工等七
大類。
咸陽正規劃發展高新技術、能源化工、建材、高端
裝備製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五大產業板塊。對接會上
，咸陽市發改委主任張曉鋒介紹，本次重點項目包括由
央企投資的中廣核投資 50 億元的中廣核節能環保項目
、中國物流投資 10 億元的中國物流西北物流園項目和
中航集團投資 5 億的宏遠大興精密鍛造生產線項目等。

▲渣打調查發現，內地保障房存在很大誤區
有 10 個，而半年內推盤次數在兩次或
以上的樓盤項目卻多達 19 個。
他指出，在成交回暖的背景下，
四、五月對有去化意願的房企而言仍
是較好的推盤時機，相信四月上海樓
市仍將延續三月的 「小陽春行情」。
他分析稱，受國家樓市宏調影響
，去年去化率不佳的部分豪宅項目也
在今年加入了大幅降價的行列，價格
堅冰的鬆動，令上海豪宅市場出現短
期火爆的場面。他認為， 「降價房」
已成為市場主流，三月上海成交面積
居前十的樓盤中，樓盤售價較去年全

年均價下跌的多達八個，而 「降價能
否一步到位」及 「項目整體性價比」
已成為市場需求考量的重要指標。他
提醒說，鑒於上海部分項目促銷優惠
具有階段性特徵，且房企通常會依照
自身情況以優惠價格推出小批次房源
並回籠資金，因此降價舉措能否持續
尚待觀察。
他又表示，儘管三月銷售面積在
同比、環比上出現增量，但上海今年
首季的新房總成交面積僅 141.5 萬平方
米，其環比、同比分別下降了 7.39%
和 13.6%，創近六年新低。

豐中國服務業指數微跌
豐中國昨日公布，內地三月份服
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 53.3，
自上月的四個月高點 53.9 輕微回落，
顯示中國服務業的經營活動隨新接訂單
增長而進一步擴張，但擴張率仍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
學家屈宏斌表示，綜合服務業 PMI 和
之前公布的豐製造業 PMI 二者來看
，經濟下行風險仍是政策的焦點，重申
內地決策層應繼續加大政策寬鬆的力度
以穩定經濟增長。
豐中國數據顯示，截至三月份，
中國服務業的新接業務量已連續第四十

星期五

﹂

渣打稱保障房比例被誇大
渣打銀行新近公布的中國房地產
調研報告顯示，如果嚴格限定保障性
住房的範圍，中國一些城市建設的保
障房只有不到 30%屬真正的保障性住
房。報告又認為，中國中央和地方政
府在保障房概念和歸類標準上存在誤
區，將工廠、大學宿舍、新城開發、
甚至政府部門新建機關宿舍都被歸類
成保障房。
中國擬在五年內擬新建各類保障
性住房 3600 萬套，其中今年設定的
保障房建設目標是 700 萬套。渣打銀
行今年二月底至三月初，對中國內地
八座二、三線城市 30 家房地產商進
行問卷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受訪的 30
家房地產企業中有 22 家認為不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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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高了成本。服務業企業因此相應
提價，通過加價轉移成本漲幅，而且收
費價格的提價幅度為二十五個月來最大
。展望未來一年的經營前景，業界信心
仍然偏低，雖然相關指數升至十一個月
高點，但相比長期平均值依然偏弱，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影響。
總括而言，屈宏斌表示，服務業增
速目前仍較平穩。但隨海外訂單減少
，製造業增速放緩，中國經濟增長動能
正在削弱。他同時指出，儘管油價高企
開始推高服務業價格，但低於趨勢水平
的經濟增速決定了整體通脹壓力在未來

幾個月都將可控，而工業增速放緩和就
與市場疲弱，政府調控之手有望趨於放
鬆。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國家統計
局服務業調查中心日前公布的三月份非
製造業 PMI，較二月上升 0.7 個百分點
至 58%，創下自去年三月以來的最高點
。國家統計局指出，非製造業企業業務
活動較為活躍，市場需求回升，非製造
業經濟繼續保持良好的增長態勢，未來
發展預期向好。儘管目前中國經濟表現
出某種程度上的放緩，但這樣的放緩也
是中國經濟結構性調整的必須步驟。

▲西洽會展廳一角

本報攝

■十萬客商參與西洽會
【本報記者賈琛璐、任麗西安五日電】第十六屆中
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五日在西安曲江國際會
展中心開幕，吸引 10 萬名以上國內外客商參會。當日
的開幕式上，各省區市結合當地優勢產業、新興產業和
產業集群，陸續推介項目 10879 個，其中新興產業項目
數佔 12.92%，現代服務業項目數佔 15.56%，文化產業
項目數佔 8.74%。
本屆西洽會由國家 11 部委和全國 31 個省區市共同
主辦，會期展示推介現代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優秀
專利成果產業化項目等。

■ 11 國農業專家陝西交流
【本報記者雷永剛西安五日電】來自 11 個發展中
國家的農業管理部門官員和專家，今日在西安與陝西農
業企業就農業合作舉行交流會，並將於會後赴國家楊凌
農業高新技術示範區援外技術培訓基地，接受今年的第
一期培訓。
國家商務部去年在楊凌示範區成立了 「中國旱作農
業技術援外培訓基地」，據悉，該基地全年承擔對發展
中國家旱作農業相關領域的培訓，去年共培訓來自 30
多個國家的農業官員、農業技術人員 173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