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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列30中企黑名單
商務部：要高度警惕外闖風險和挑戰

本周淨回籠520億 降準升溫
中國央行昨日在公開市場進行共

400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 7 天期和
14 天期的逆回購操作，本周累計進行
逆回購金額達到 1350 億元，全周實現
淨回籠520億元。央行本周先後下調14
及7天期的逆回購利率，市場對近期降

準預期存在分歧。但分析師普遍認為，
在本月底資金面壓力有增無減的情況下
，或將觸動央行降準。

計及本周，央行已連續十一周進行
逆回購操作。昨日分別進行各200億元
的 7 天期和 14 天期的逆回購操作，中

標利率分別為3.35%及3.50%。其中，7
天期的中標利率較對上一期下行5個基
點；14 天期雖與上期持平，但本周二
該期限逆回購中標利率已較上周下調5
個基點。此外，本周的逆回購及淨回籠
規模分別較上周縮減 300 億及 20 億元
，上周逆回購操作量為 1650 億元，當
周實淨回籠540億。

根據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
（Shibor）數據顯示，除14天Shibor利
率上漲 21.04 個基點至 3.49%外，其餘
各 期 Shibor 利 率 均 下 跌 ， 其 中 7 天
Shibor 利率跌 1.38 個基點，至 2.1237%
，隔夜 Shibor 利率跌 2.58 個基點，至
3.4017%。中長期 Shibor 利率普遍下跌
，跌幅在0.13至0.54個基點。

資金面料仍趨緊張
關注到本周央行先後下調 14 天期

及7天期的逆回購利率，有分析認為，
這是反映央行根據當前流動性充裕的格
局，相應降低資金成本。也有分析揣測
，中標利率下行配合逆回購的縮量，可
能暗示央行將在本周末降準，以刺激經

濟增長。
不過，市場認為九月下旬降準的概

率更高。國海證券宏觀經濟分析師鄒璐
指出，考慮到季末及十一節日來臨，估
計資金面仍將趨於緊張。他認為，一方
面央行還會繼續實施逆回購操作，而十
一前不排除降準 50 個基點的可能。大
連銀行資金運營部研究員陳田亦表示，
九月底資金面壓力有增無減，若經濟指
標仍不理想，可能觸動央行降準。

此前有交易員透露，央行在周三向
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進行包括 28 天及
91 天的逆回購詢量，但最後 7 天及 14
天期以外品種的逆回購操作繼續「詢而
不發」。北京一銀行交易員認為，央行允
許申報 28 天期逆回購需求有兩個目的
：一是檢測市場對長期資金需求量，測
試長期流動性是否有緊張跡象；另一目
的則是表現央行通過逆回購對流動性進
行調整的決心，主要起到表態的作用。

此外，也有交易員反映，央行對部
分一級交易商公開市場投標進行指導，
甚至曾致電部分交易商問資金寬鬆的原
因。

【本報記者勞莉貴陽六日電】記者從貴州檢驗檢疫
局獲悉，截至八月，貴州酒類產品出口值同比增長
65.4%，創歷史新高。其中99.98%為白酒，並且出口香
港的最多，佔總出口貨值近三成。

據介紹，今年一至八月，貴州省共檢驗檢疫酒類產
品出口52批次、89.73萬升，價值1.26億美元，同比分
別增長52.9%、3.2%、65.4%，創下了貴州酒類產品出口
價值的新高。

其中，出口到香港地區 47 批次、24.1 萬升，價值
3772.15 萬美元，分別是去年同期出口量的 15.7 倍、13
倍和 34.2 倍。其餘分別出口到韓國、馬來西亞、日本
等十餘個國家和地區。在出口總量中，白酒出口價值佔
酒類產品出口總價值的 99.98%。白酒出口價值平均每
升達146美元，超過了去年同期每升92.5美元的平均出
口價值，進一步表明貴州白酒質量顯著提升，品牌效應
發揮出了明顯作用。

【本報記者王旭艷寧波六日電】第二屆中國（寧波
）智慧城市技術與產品博覽會將於七日在浙江省寧波國
際會展中心啟幕。據介紹，本屆智博會由智慧城市展覽
會、智慧城市主題論壇和智慧城市主題科普知識電視大
賽組成。此次展覽面積2.1萬平方米，設立1135個標準
展位，共吸引近300家企業參展，IBM、微軟、西門子
、諾西等國內外重量級IT企業都將亮相。

據了解，此次智博會將舉辦一個主題為 「智慧城市
與城市現代化」的高峰論壇和 「智慧健康高層論壇、智
慧教育論高層論壇、智慧交通高層論壇和第四屆中國電
子服務大會」四個高層論壇。

深圳兩宗安居型商品房用地首度出
現流拍。該兩幅土地位於坪山新區，出
讓公告限定未來最高銷售價格及最高銷
售均價，因在截止時間內無人競買而流
拍。業內人士分析，此次流拍的主要原
因還是地塊所處位置和需求，並認為現
在保障房用地供非所求。

資料顯示，近兩年深圳成功出讓9
塊安居型商品房用地。日前出現流拍的
兩宗地塊是今年深圳市首次推出的此類
用地。土地面積分別約 1.6 萬和 2.1 萬
平方米，建築面積相應為大約4.4萬和
5.8 萬平方米。與前兩年所出讓的安居
型商品房用地均採用的是 「定地價、競
房價」方式不同，兩地塊的出讓公告限

定了未來最高銷售價格為 6670 元（人
民幣，下同）一平方米（含裝修），同
時規定最高銷售基準價格，即最高銷售
均價為5960元一平方米（含裝修）。

深圳市住房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秘
書長陳藹貧坦言，坪山偏遠，市民如果
居住到那裡，交通、生活都不便，因此
總體需求量較小，目前安居房流拍的重
要原因是需求。他指出，深圳是一個土
地難以為繼的城市，目前所推出的保障
房地塊都是在寶安、龍崗的偏遠區域，
可能產生供非所求、供過於求的問題。
保障性住房要調整供應結構，下一步的
方向可以是在城市更新當中配建，以及
盤活存量住房、存量土地等。

【本報記者向
芸、實習記者甘球
成都六日電】中國
國際貿易促進會汽
車委員會會長王俠
表示，中國汽車市
場已進入低速穩定
增長的階段，汽車
產銷變化波動直接
影響各大公司在全
球投資重點的轉移
和定位。機械聯合
會會長王瑞祥則指出，技術水平和
產品質量越來越成為競爭的焦點。

二○一二年全球汽車論壇今日
在成都開幕。王俠在論壇上表示，
「中國汽車產業正在經歷從中國製
造向中國創造的過程」。在這個過
程中，如何從國家自主產業、全球
貿易的角度思考汽車產業、中國企
業如何找準在這場大變革中的地位
、跨國公司如何更好地融入中國市
場，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王瑞祥
則在論壇上指出，儘管當前全球的
汽車市場冷熱不均，復蘇的步伐有
快有慢，但中國在世界汽車市場中
仍佔有重要的位置，整個汽車產業
正在進行深度調整，技術水平和
產品質量越來越成為競爭的焦點。

今年前七個月，中國汽車產、
銷量分別為 1096 萬輛、1097 萬輛
，同比分別增長 4.8%、3.6%。王

瑞祥表示，按照 「十二五」規劃，
中國一方面要加強傳統汽車工業的
技術改造，提高產品的節能、環保
和安全水平，加快升級換代；另一
方面要加快純電動、插電式混合動
力等新能源和節能汽車的研發，特
別要大力推進自主品牌建設。

此外，成都經濟技術開發區
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李樺今日在論
壇上透露，經開區力爭二○一六
年整車產量突破 80 萬至 100 萬輛
，汽車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實現
4000 億至 50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二○二○年整車產量突破
125萬輛，汽車產業主營業務收入
實現1萬億元以上，成為中國重要
的汽車製造業基地，從而進入中
國汽車產業集群格局中的一級體
系，初步建成世界級、萬億級的
國際高端產業基地。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六日電】記者從重慶
市區縣企業債券工作會議獲悉，該市預計全年
企業債券規模有望達到300億元（人民幣，下
同），為該市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有力支撐。重
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表示，力爭有條件區縣
每年發行1至2隻企業債券。

楊慶育分析，企業債券具有成本低、期限
長、規模大、資金來源穩定等特點，能夠有效
解決企業資金需求問題。據悉，企業債券已成
為重慶籌集資金的重要渠道。自○九年企業債
券年度發行額度首次突破百億元後，呈現逐年
增長態勢，目前債券餘額達到638億元。

今年一至八月份，重慶共發行企業債券
18隻，募集資金達241億元。其中，14個區縣
獲批發行企業債券152億元。全年來看，預計
企業債券募集規模有望達300億元，其中區縣
超200億元。楊慶育說，發行企業債券工作在
當前的宏觀經濟背景下，為重慶籌集建設資金
、促進經濟發展，推動了一批重大交通、能源
、城建、水利、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基礎設施項
目建設。

會議要求合理安排企業債券發行時序，力
爭有條件的區縣每年發行1至2隻，實現滾動
發行。同時，會議要求建立企業債券風險預警
機制，當地各區縣政府要研究建立債券風險預
警機制，研究如何防範風險、發現風險、化解
風險，確保當地債券零違約。

業內人士認為，在當前宏觀經濟下行形勢
下，投資仍是穩增長的主要手段。由於企業利

潤普遍下降，重大投資仍依賴政府。但土地收入銳減，
導致政府投資仍需依賴地方融資平台。在銀行對城投平
台仍持謹慎態度的情況下，企業債的逆周期優勢將更加
明顯，其在穩增長和宏觀調控中的地位也會愈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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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酒出口增65%創新高

■中國智博會寧波今啟幕

中國汽車業邁向創造路 深安居房用地首度流拍

奧地利聯邦商會作為奧地利最高的
商會組織及 「準官方機構」，其擁有會
員 40 多萬個，可以影響政府經濟決策
。據內媒昨日報道稱，這次公布的中國
企業 「黑名單」，主要是依據奧地利企
業的投訴以及一些中國企業可疑的經營
行為。名單沒有通過媒體發布，而是在
商會系統內部廣而告之，為的是提醒該
國企業。此事已在歐洲工商界引起較大
反響。

敲響海外投資新警鐘
據悉， 「黑名單」中，包括北京恆

聯中興商貿有限責任公司、昆明澳橋堡
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天津金億鑫化工
有限公司、西安通歐進出口貿易公司。
而涉及的企業既有註冊在廣州、珠海、
天津等沿海地區的，也有註冊在河南、
陝西等中西部省份的，還有一些企業在
香港註冊，覆蓋面較為廣泛。

針對近年走出海外上市的中國概念
公司，美國及歐洲等地的交易所先後對

不少中國概念公司的會計帳目投下 「不
信任」票，而在部分 「渾水」基金的推
波助瀾下，有不少公司已黯然退市。部
分中國企業面對越來越升級的 「形象危
機」，結合力量作出反擊，一如此前逾
60 企業高管聯署抗議信反擊做空機構
香櫞。而隨近期中國企業 「走出去」
步伐明顯加快，境外對中國企業 「形象
」問題的關注度持續升級。

分析認為，企業被國外組織納入
「黑名單」的原因，既有國外對中國企

業的過度警惕和出於政治考慮而排斥等
方面的阻礙，也有中國企業自身經營不
規範等原因。但這無疑敲響中國企業海
外投資的新警鐘。

國際投資環境趨複雜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所所

長王志樂說，國際投資環境已經越來
越複雜，也越來越規範。既要嚴格遵
守國外法律，履行社會責任，又要高
度提高警惕，因為中國企業也要提防

在海外遭遇詐騙等事件。商務部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張國慶認為，中國境外
企業急需充實內涵、提高素質、注重
建設、加強引導。

王志樂表示，中國境外企業已成為
一個整體形象，對於確實違法詐騙的企
業，監管當局要堅決反對、依法查處，
避免此類事件干擾中國與他國貿易發展
的主流。對於被誤列入或者被惡意列入

「黑名單」的企業，要積極申訴維護自
身的合法權益。但最應該警惕和注意的
，是一些可能對境外環境和規則不熟悉
，或者是對相關風險重視度不夠，導致
一些違規行為發生，而被列入 「黑名單
」的企業。他以合規反腐為例，國際公
司把監管和合規的風險擺在第一位，而
中國企業卻重視不夠，這使得最近中國
「走出去」的企業在海外屢屢受創。

【本報實習記者羅丹瀋陽六日電】為期5天的2012
中國瀋陽第四屆動漫電玩博覽會今日啟幕。瀋陽瀋北新
區區長李鵬宇在開幕式上介紹，目前，該區圍繞軟件及
服務外包、文化創意和文化教育三大產業方向，先後引
進瀋陽 「123」文化創意產業園、華強文化科技產業園
、酷貝拉歡樂園等多個重大產業項目，計劃投資總額達
368億元（人民幣，下同）。

李鵬宇稱，新區去年已實現軟件及動漫產業銷售收
入 25 億元。希望通過舉辦本次博覽會，引入國外知名
動漫電玩企業與內地成熟的動漫原創企業共同建立交流
平台，促進瀋陽動漫電玩文化產業的發展。

是次博覽會由中國對外友好協會、中國美術家協會
動漫藝委會、遼寧省文化廳、瀋陽市政府聯合主辦。展
覽規模8000平方米，展位350個，參展企業150家，參
展觀眾預計6萬人。據悉，本次博覽會由動漫原創企業
展示區、遊戲電玩企業展示區、工業創意展示區、動漫
文化展示區和活動競賽區五大主題區組成。其中，工業
創意展區匯集了瀋陽新松機器人、特變電工、瀋陽機床
、三一重裝等企業。

另外，博覽會首次展示總數超過 1500 件的懷舊動
漫收藏展，並已邀請本傑明、口袋巧克力、丁冰、席未
來、BUDDY等多位享譽中外的漫畫大師。

【本報記者秦炳煜、柏永合肥六日
電】為期三天的第六屆中國（合肥）國
際家用電器博覽會（以下簡稱 「家博會
」）今日在濱湖國際會展中心揭幕，內
地近400家企業和眾多國際知名家電品
牌集中展示展銷家電產品。

作為家博會首設環節，國家工信部
此間首次發布中國家電 「能效之星」評
選結果，並舉辦中國節能家電國際論壇
。工信部節能司司長周長益介紹，本次
共有廣東格力、青島海爾、合肥美菱等
18 家企業，共 5 大類、75 個型號產品
獲得首批中國家電 「能效之星」稱號。

安徽省副省長黃海嵩表示，本屆活
動表現出四個特點，即規格高、規模大
、範圍廣和亮點多。

合肥家電去年實現工業總產值
1138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高達 84.04%，居八大工業之首。冰
箱、洗衣機、空調、彩電 4 大件產量
6086萬台，年均增長44%，其中空調超
高年均增長率達 186.3%。合肥市市長
張慶軍預計，到二○一五年，合肥家電
工業總產值將超過 2000 億元，冰箱、
洗衣機、空調和彩電產量達到1.2億台
套。

再有境外國家對中國企業誠信表示質疑。奧地利聯邦商會近期
首次公布了一份涉及近30家中國企業的 「黑名單」 ，稱這些企業
是 「虛擬企業」 ，警告該國企業防止被詐騙。近年來，隨中國企
業 「走出去」 的步伐加快，商務部人士認為，國際投資環境已經越
來越複雜， 「走出去」 企業要高度警惕其中的風險和挑戰。

本報記者 彭巧容

瀋陽瀋北新區引資370億

【本報記者李銳北京六日電】今日舉行的第三屆北
京朝陽文化創意產業精英榜頒獎典禮上的消息稱，截至
目前，朝陽區文化創意產業企業達到4萬家，實現營業
1955 億元（人民幣，下同）。 「十二五」期間，朝陽
區將投資500億元改建或新建一批文創產業重點項目。

朝陽目前已形成現代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國際
金融、高新技術四大主導產業，第三產業佔經濟結構比
重接近90%。該區共有文化創意註冊企業近4萬家，從
業人員超過100萬人。國際各類文化創意企業100強中
有38家入駐朝陽。

此外，在當日的創意產業精英榜評選中，潘家園舊
貨市場的掌門人崔新未、北京百雅軒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裁李大鈞、視友網的創始人陳斯華等 10 位
精英人物和5位新銳人物正式揭曉。

【本報記者羅保華、實習記者
郭釩南寧六日電】第二屆 「中國─
東盟（柳州）汽車、工程機械及零
部件博覽會」將於今年九月二十三
日至二十五日舉行。本屆汽博會共
設室內標準展位331個。目前報名
參展企業達287家，參展企業覆蓋
全國20個省區，3個東盟國家。屆
時香港貿易發展局也首次組織客商
到會考察。

柳州市副市長焦耀光在今日的

新聞發報會上表示，該會旨在利用
柳州市汽車、工程機械產業優勢和
與東盟國家的地緣優勢，為中國和
東盟汽車、工程機械產業雙向投資
、貿易合作提供平台。本屆汽博會
還將舉辦 「中國─東盟汽車及零部
件貿易法規及技術標準研討會」、
「2012 中國（柳州）與歐盟汽車

產業發展合作論壇」、 「越南產業
推介會」、整車企業與採購商洽談
對接會等系列經貿活動。

▲商務部人士認為，國際▲商務部人士認為，國際
投資環境已經越來越複雜投資環境已經越來越複雜
，， 「「走出去走出去」」 企業要高度企業要高度
警惕其中的風險和挑戰警惕其中的風險和挑戰

新華社新華社

▲央行昨日在公開市場進行共400億元的7天期和14天期的逆回購操作，本
周累計逆回購金額達1350億元 彭博社

■北京朝陽500億發展文化業

合肥家電業產值料超2000億

中國─東盟汽博會月內舉行

▲今年前七個月，中國汽車產、銷量▲今年前七個月，中國汽車產、銷量
同比分別增長同比分別增長4.8%4.8%、、3.6%3.6% 新華社新華社

▲安徽省政府副省長黃海嵩（右）與國家工信部副部長劉利華為 「效能之星
」 標誌銅牌揭牌 秦炳煜攝

▲本次博覽會展覽規模8000平方米，展位350個，
參展企業150家，參展觀眾預計6萬人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