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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突放水 降準料延後
時隔三月重啟正回購 涉資650億

中國央行時隔三個多月重啟逆回購操
作，昨日在公開市場進行650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7天期逆回購操作，中標利
率為3.53%，低於同期市場利率逾30個基
點。分析認為，央行此舉旨在釋放流動性
並引導市場利率下行。隨着逆回購操作重
啟，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預期也在延後。

本報記者 彭巧容

奇瑞汽車擬融資60億元
湯森路透旗下基點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奇瑞汽車正與數

家銀行洽談約60億元（人民幣，下同）貸款案，以為其與
印度塔塔汽車全資子公司捷豹路虎成立的合資企業融資。

據這兩家公司在三月公布的聲明中表示，已敲定在華組
建合資企業的協議，將生產和銷售捷豹路虎與合資企業品牌
的汽車。捷豹路虎和奇瑞將在合資企業中靈活運用研發、技
術和製造知識。

此外，奇瑞與一家外國公司成立的首個合資企業觀致汽
車正尋求30億元的10年期貸款，為其工廠建設項目融資。
位於常熟市的觀致汽車為奇瑞與投資公司Israel Corp各持
股五成的合資公司，該公司已委託中國進出口銀行擔任貸款
案主辦行。消息人士表示，幾家主要國有銀行正在進行內部
信貸評估，以參與此案。

義烏文博會成交額創新高
【本報記者王莉義烏三日電】為期四天的第七屆中國義

烏文化產品交易博覽會於昨日落下帷幕，據文博會執委會統
計，本屆文博會共實現展覽成交額45.17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11.2%，創歷史新高。據統計，今年文博會
實現外貿成交額27.55億元，同比增長10.69%。

據悉，本屆展會共有來自117個國家和地區的9.24萬名
境內外採購商參會，其中境外採購商為 5782 人，境外貿易
團隊36個。據義烏市委副書記葛國慶介紹，本屆文博會共
設國際標準展位3485個，展覽面積達6.8萬平方米，展位數
同比增長 8.8%，規模為歷屆之最。本屆參展的企業數也達
到1372家，分別來自25個省、市以及境外8個國家和地區
。展會期間，義烏市場 7 萬個商位與文博會的 3485 個展位
共同展示超過170多萬種商品。

閩投64億拓新聞出版產業
【本報記者宋少鐸福州三日電】據福建省政府辦公廳消

息，今年至二○一五年，閩省將啟動建設26個新聞出版產
業重點項目，累計投資64.87億元人民幣（不含入駐園區企
業的投資）。

據悉，首批重點建設項目中，產業基地（園區）建設項
目共10個，由福建省新聞出版局牽頭會同當地政府在行政
資源、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推動閩新
聞出版產業集聚。

中鐵物資擬肥東建貿易中心
【本報記者柏永、通訊員王曉燕、許慶勇合肥三日電】

中鐵物資巢湖鐵道水泥有限公司今日上午與安徽省肥東縣政
府，就建設中鐵物鋼鐵供應鏈集成貿易中心項目初步達成共
識。據悉，該項目總投資8億元（人民幣，下同），由交易
市場、室內外倉儲、鋼材深加工、物流分撥配送、鐵路專用
線、商務辦公中心和生活服務七個部分組成，建成後預計年
均實現銷售收入200億元，利稅3億元以上。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國家統計
局服務業調查中心昨日發布的四月份中
國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PMI）顯示
，經季節調整後為 56.1，比上月回落
1.9 個百分點，表明非製造業經濟繼續
保持增長態勢，但增速放緩；其中房地
產業新訂單指數繼續位於臨界點以下，
顯示市場仍不景氣。

四月份中國非製造業 PMI 各單項
指數中，除新出口訂單指數和存貨指數
小幅回升外，其餘主要指數均不同程度
回落。中間投入價格指數降幅最大，由
上月的60.2下降至57.9，表明非製造業
企業中間投入價格繼續上漲，但漲幅已
有所收窄。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副會長蔡進
認為，四月份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保
持在 56.1 的較高水平，顯示非製造業
經濟保持穩健增長的特點。各行業發展
較為均衡，整體趨穩。中間投入價格指
數和收費價格指數環比均有回落，且低
於歷史均值，意味着通脹壓力趨於緩和
。投資與節日消費的增長將會帶動非製
造業經濟活動繼續實現穩步提升。

值得注意是，四月房地產新訂單指
數為46.5，繼續位於臨界點以下，表明房地產業市場
仍然不景氣。國開證券宏觀經濟分析師杜怔怔表示，
受季節因素消費行業活躍度趨緩，而房地產成交量還
沒有明顯放出來，這個行業還是屬於收縮區間，這些
都拖累當月非製造業 PMI。他並稱，非製造業 PMI
的回落與國內經濟整體回落保持一致，而進入二季度
以來，整體經濟活動還未出現一個明顯向上的動力。

今年擬淘汰逾六百煤礦
國家能源局日前下發通知，全面部署今年煤炭行業淘汰

落後產能工作，今年全年計劃淘汰落後煤礦625處，淘汰落
後產能每年2347萬噸。

該份名為《關於做好 2012 年煤炭行業淘汰落後產能工
作的通知》提出，煤炭行業要通過改造升級、兼併重組、關
閉退出等途徑淘汰煤炭落後產能；對非法違法開採的煤礦，
堅決予以關閉；對安全基礎條件差且難以改造的小煤礦，要
加強監管，積極引導其退出煤炭生產領域；對具備資源優勢
和改造提升條件的小煤礦，鼓勵其參與煤礦企業兼併重組，
實施改造升級。

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吳吟此前表示，煤炭生產能力當中將
還有一部分逐步淘汰，而淘汰的產能需要有新產能來替代它
。而根據《煤炭工業發展 「十二五」規劃》，到二○一五年
，全國煤礦企業數量要控制在 4000 家以內，平均規模提高
到每年100萬噸以上。與此同時，繼續推進煤礦企業兼併重
組，黑龍江、湖南、四川、貴州、重慶、雲南等省（市），
要加大兼併重組力度，切實減少煤礦企業數量。

據悉，今年中國煤炭行業兼併重組將有望進一步向前推
進，尚未啟動兼併重組的省份也將加入到重組大軍中。例如
，江西省日前出台煤礦企業重組方案，擬通過兼併重組江西
省原煤產量穩定在 3000 萬噸左右。吳吟表示，在整個 「十
二五」時期，煤炭工業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重點做好轉
變發展方式工作，煤炭行業今後調整重點是煤炭的產業組織
結構或者是企業組織結構，就是要發展大企業大集團。

統計數據顯示， 「十一五」期間，中國煤炭行業淘汰落
後產能顯著，小煤礦數量和產量大幅度減少。全國累計關閉
小煤礦9616處，淘汰落後產能5.4億噸。僅二○一一年，全
國關閉落後煤礦 407 個，完成計劃的 133%；淘汰落後年產
能2463萬噸，完成計劃的155%。年產30萬噸以下的小煤礦
在全國總產量中的比重下降到20%。

據接近中國人民銀行消息人士透露，央行仍對四
大行執行存款穩定性監管政策，要求月初三天存款下
降幅度不能超過上月末餘額的 0.2%，否則將實施懲

罰措施。為此，各家銀行已紛紛加大保本理財產品發
行，以及增加同業存款和協議存款等高成本負債的營
銷力度。

自進入四月份以來，內地銀行存款回落壓力非常
大。四大行存款數據也顯示，商業銀行存款從月初第
四天就開始下降；而四月前十二天，四大行存款流失
就高達1.1萬億元。昨日有內媒引述消息人士稱，針
對有關情況，央行對四大行執行存款穩定性監管政策
。如果四大行在月初三天存款下降幅度超過上月末餘
額的0.2%，央行便會對其實施懲罰措施。

事實上，今年銀監會日均存貸比考核有所鬆動，
月末、季末的存款波動性更加明顯。上市銀行一季度
財報也顯示，存款持續定期化及結構性存款加大，正
在提升存款成本壓力。儘管一季度上市銀行存款增長
5.3%，看似不慢，但實際上一季度新增存款中大部分
均是三月末衝規模而來，水分較高。

負債營銷大戰之下，各家銀行紛紛加大保本理財
產品發行，從而增加計入表內的結構性存款規模；同
時加大同業存款和協議存款等高成本負債的營銷力度

。據中金公司統計，全行業保本理財產品發行數量佔
比由去年四季度的35%上升至一季度的39.3%，結構
性存款貢獻了一季度新增存款的15.6%，在上市銀行
存款中的佔比亦上升1.3個百分點；其中結構性存款
佔比上升較快的有深發展（7.5%）和建行（3.1%）。

交行管理層也透露，目前該行 4.15 萬億負債中
，同業存款加上拆入資金佔比22%，增速相對比一般
存款略快。由於同業存款價格完全市場化，高於一般
存款價格，其 2000 多億協議存款在同業存款裡，相
對價格高。

不過，美銀美林中國經濟師陸挺認為，若考慮到
經濟基本面及實際流動性，不用擔心銀行因存款大量
流失而令放貸空間減少的情況。他指出，目前銀行貸
存比平均約66%（法定上限為75%），與去年底相若
，故不用擔心銀行的放貸能力；且銀行存款受多項因
素影響，包括外匯儲備流向、現金需求等，對於擁有
龐大外滙儲備及實施資本管制的中國，貸款額度以及
央行對穩定銀行體系流動性的意願，比存款變動更為
重要。

央行推存款穩定性新規

央行上一次的逆回購操作在一月十九日，距離至
今已有三個多月。央行昨日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逆回
購操作，規模 650 億元，期限 7 天，中標利率 3.53%
。由於在四月底央行已暫停公開市場回籠，在本周二
為假期下，一級交易商也未就公開市場操作申報需求
，市場普遍預期本周公開市場操作將暫停。

連續六周投放近四千億
雖然本周公開市場到期資金並不多，為520億元

，均為央票到期，但關注到本月二日貨幣市場利率未
能承接 「五一」節前的連續回落態勢，其中，隔夜、
7天等主要回購利率出現小幅反彈，分析人士認為，
央行此時啟動逆回購操作的引導利率下行意圖明顯。

光大銀行首席宏觀分析師盛宏清指出，昨日的逆
回購主要是為對沖五月五日存款準備金基數擴大，以
及財政存款的上繳，反映央行對於流動性的柔性控制
。但由於一次逆回購作用有限，他估計央行將繼續逆
回購的滾動操作。平安證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
指出，央行的調控正在由數量型框架向價格型框架轉
型。觀察近期調控，央行意圖穩定資金利率尤其是7
天回購利率在一定區間，這個合意區間可能是3%至
3.5%。

昨日銀行間貨幣市場上，隔夜回購利率早盤較上
一交易日繼續走高11個基點至2.96%；7天回購利率
走高 4 個基點至 3.85%；14 天利率則下行 9 個基點至
3.84%。此外，在昨日重啟逆回購後，本周公開市場

實現淨投放 1170 億元，數據顯示，連續六周已累計
投放3890億元。

在資金面尚寬鬆下，央行意外進行逆回購操作，
推後部分市場人士對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預期，但在
考慮到五月資金面仍面臨財政稅款上繳衝擊，公開市
場到期量亦有所縮減，不意味央行不會降準。

券商料央行續減存準率
盛宏清認為，近期央行將持續進行逆回購以釋放

流動性，預計到二季度末或三季度初才會進行下一次
降準。有資深交易員估計，六、七月間存準率下調的

可能性較五月大一些，仍需視外匯佔款等變動情況而
定。石磊指出， 「存準率一定會下調，只是時點問題
，下半月的可能性較大。」中信建投首席宏觀分析師
黃文濤的看法相若，認為五月應該會降準。招商銀行
資金交易部劉俊郁也指出，如果中長期貸款仍然
投放消息，近期降準的可能性仍存，窗口期在十日
之前。

據外地傳媒此前公布的中國固定收益市場展望調
查，近八成受訪機構認為，中國央行將在五月下調一
次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且有逾四成的機構還預期，未
來三個月準備金率會共調降兩次。

據內地媒體從有關渠道獲悉，四月份工、農、中
、建四大行新增貸款 26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左
右，較三月份減少近400億元。由此估算，四月份的
新增貸款約在8000億元左右。

日前有消息指出，四月前二十五日四大行的新增
信貸僅為 1017 億元。若四月份整月四大行新增貸款
達到 2600 億元，即意味四月的最後三個工作日的新
增貸款急升逾1500億元。

不過，仍低於四大行在三月份的新增信貸規模，
與三月份比較減少近400億元。雖然四大行在月末的
貸款衝刺情況或令四月份整體新增貸款升至 8000 億
元的規模，但仍較市場預期的 9000 億元均值少近

1000 億元，與三月份過萬億元的新增信貸規模更不
可比擬。

此外，有消息指出，中國銀監會修訂版新資本管
理辦法在未能獲得國務院批准下，將再度推遲執行。
銀監會對此回應稱，中國銀行業新資本管理辦法正走
申報程序。據內媒報道，監管部門此前已作出部署，
要求指導商業銀行制定達標規劃，做好制度建設、信
息系統建設等配套工作。

銀行業內人士認為，如果後續出來的結果比此前
預計的要鬆，那應該是利好消息。但在目前並沒有確
切渠道可以證實的情況下，尚難判斷新的資本管理辦
法再度推後實施會對銀行帶來何種影響。

金融機構總資產增近兩成
中國銀監會昨日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

季度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118.6億元（人民幣，下
同），比去年同期增長18.8%，較去年十二月末的113.28億
元增長4.7%。一季度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負債則為111億元
，比去年同期增長18.4%。

在上述 118.6 億元總資產中，大型商業銀行總資產為
55.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4.8%，佔銀行業金融機構比例
為47.0%；股份制商業銀行總資產為19.3億元，比去年同期
增長 22.1%，佔銀行業金融機構比例為 16.3%；此外，城市
商業銀行三月末總資產為10.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8.3%
，佔銀行業金融機構比例為8.7%。

至於總負債方面，三月末大型商業銀行總負債為 52.2
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14.7%，佔銀行業金融機構比例為
47.0%；股份制商業銀行總負債為18.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
長 21.5%，佔銀行業金融機構比例為 16.4%；而城市商業銀
行三月末總負債則為 9.6 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27.6%，佔
銀行業金融機構比例為8.7%。

四大行上月放貸減400億

作為第一批進入
美國華爾街投資銀行
界的中國人，此前任
職美銀美林中國區主

席的劉二飛，將成為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
，中投公司）與貝萊德合資的一支中國概念基金主
管。

現年54歲，在過去超過25年的職業生涯中先
後供職於洛希爾、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全球一流的
投資銀行的劉二飛，有說此次是他在職業生涯中的
一次 「華麗轉身」，但也有說法是：劉二飛是隨着
中國大型國企上市大潮退去，資本市場熱點轉換，
順勢而為的另尋出路。

「他的專業水準很高，在行業內亦人脈資源豐
富。」數字中國聯合會主席、中澤嘉盟投資有限公
司董事長吳鷹給他的評價。而劉二飛在投資銀行界
超過 20 年的時間歷練，或正是劉二飛能夠得到中
投以及貝萊德這樣級別的投資人信任的重要原因。

主要投資高科技及消費行業
一位接近中投的人士就指出， 「中投找到一個

合適的人選並不容易。之前也按市場化的方式選了
一批人去做投資管理，但沒多久就走得差不多了。

」 「像劉二飛這樣，已經在體制外多年，該經歷的
也都經歷了。又常年和體制內的人打交道，了解體
制內的情況，自然就比較受中投這樣的機構歡迎。
」該人士稱。

劉二飛於一九九九年底加入當時的美林證券，
在超過 10 年的時間裡他先後參與了中海油、中國
電信等大型項目的海外上市，而近幾年最耀眼的一
個項目就是工商銀行的 H 股上市，成為當時全球
規模最大IPO。

有知情人士就表示，中投公司與外管局下設的
幾家海外投資公司實際上一直在暗暗較勁，努力在
投資回報率上一爭高下。據悉，中投與貝萊德合資
的這隻合資基金應主要投向高科技行業和消費品行
業，而不會投資於如能源資源類的敏感行業和領
域。

雖然該隻基金有來自中國主權財富基金和世界
最大資產管理公司兩大實力陣營，市場也多預期其
規模將高達幾十億美元。但外電的消息稱，這隻基
金的規模可能小於預期，意味着劉二飛和他的團隊
僅分得一塊小 「試驗田」供其 「耕種」以觀後效。
「未來，劉二飛肯定需要拿出實打實的投資回報率

，來贏得中投更大的信任。」另一位接近中投的人
士說。

特稿

劉二飛掌中投合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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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房地產業市場仍然不景氣

央行昨日在公開市場進行央行昨日在公開市場進行650650億元逆回購操作，令市場意外億元逆回購操作，令市場意外

▲內地今年將淘汰650家落後產能煤企

▲銀行加大保本理財產品發行以吸納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