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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看空人幣現象不明顯
上半年外匯存款大增8230億

招商8.86億奪滬青浦宅地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十二日
電】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

秘書長董揚指出，現階段混合動力汽
車相關技術已趨成熟，將藉國家產業
發展規劃加快推進產業化進程。他建
議，要為混合動力汽車的未來發展制
定以降低燃料消耗量為考核的指標，
企業也要加大研發和產業化力度。

董揚在今日召開的混合動力汽車
技術及推廣研討會上表示，混合動力
汽車是最適宜推廣的節能技術。它對
產業化的條件要求低，也不需要配套
基礎設施支持。此外，隨混合動力技
術的發展，也能推動電池、電機、電
控等技術升級，為純電動汽車產業化
提供支持。對於未來混合動力汽車的
發展，他認為一是要制定以降低燃料
消耗量為考核的指標，政府實施相應
的節能補貼政策並對先進混合動力技
術研發給予一定資金支持。二是企業
加大研發和產業化力度，降低成本，
並提高社會對綠色低碳駕駛的認識。

工信部今年六月份牽頭制定通過
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明確重點要開展混合動力汽車的技術

研究。從目前生產的混合動力汽車產
品看，它有省油和續航里程比較長的
兩大優點。

與會的一汽集團公司副總工程師
李駿表示，目前混合動力汽車發展存
在兩個問題。首先，要充分考慮到未
來二、三十年傳統能源仍會保持主流
地位的情況，在開發混合動力汽車的
同時，也要研發出讓傳統汽車節約能
源的技術。其次，企業仍然要考慮如
何降低混合動力汽車的技術成本，符
合消費者購買需求，據一汽集團市場
調查結果顯示，一輛混合動力汽車所
花的錢比傳統車要高出3到5萬元人
民幣。

國家 「863」 「節能與新能源汽
車」重大項目監理諮詢專家組組長王
秉剛認為，目前混合動力汽車與電動
汽車二者不存在相互取代的問題，但
中國汽車產業發展不可能繞過混合動
力汽車技術。與會汽車從業者對於混
合動力汽車的商品化提出的觀點是：
當油價再高 50%至 100%，混合動力
汽車就會大規模佔領市場。

【本報記者田育紅、陳輝輝銀川十二日電】希諾國
際健康城項目於本月十一日正式落戶寧夏永寧縣，並將
於本月十三日舉行項目啟動儀式。

據悉，該項目由希諾國際控股集團投資 35 億美元
（約221億元人民幣），規劃總佔地面積約10000畝，
項目總建築面積350萬平方米，分3期建設，包括醫療
區、中央商務區、住宅區、高爾夫球場等。醫療區為項
目核心區將建設1所綜合性醫院、4所專科性醫院，此
外還將建設 10 所包括整容、疾病預防、保健、康復的
康復中心，6所醫科大學及研發中心。

【本報記者田育紅、樊麗莉銀川十二日電】寧夏調
查總隊今日發布消息稱，八月份，寧夏居民消費價格
（CPI）環比上漲0.7%，同比上漲1.7%，累計上漲1.7%。

據介紹，構成CPI的八大類商品及服務項目價格環
比呈 「五升一降二平」態勢。其中食品價格漲幅最大，
同比上漲 3.6%。與上月比，食品類價格上漲 1.9%。一
方面受 「開齋節」到來肉禽需求旺盛，另一方面禽流感
疫情也造成蛋雞產量減少。

此外，衣價格漲幅也較大，同比上漲 3.3%。煙
酒價格同比漲 1.7%；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價格漲 1.3%
；居住類價格漲 1.2%。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交
通通信、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價格均出現下降，同
比分別下降0.1%、1.3%、0.9%。

【本報記者楚長城、通訊員付喜明鄭州十二日電】
鄭州海關今日發布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八個月，河南
省進出口總值287.7億美元（1820億元人民幣），同比
增64.3%，外貿進出口增速連續6個月回落。其中，進
口119.8億美元，同比增長65.5%；出口167.8億美元，
同比增長63.4%。

八月當月，河南省進出口總值35.04億美元，同比
增長 18.7%，環比則下降 1.4%。其中，進口 18.47 億美
元，同比增長 41.8%，環比增長 8.3%；出口 16.57 億美
元，同比增長0.4%，是近33個月以來最低月度出口增
速，環比也下降10.2%。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十二日電】重慶市經信委今日
通報該市民營經濟發展專項資金第二批擬支持項目情況
。包括重慶萬達薄板、力帆實業在內的231家民營企業
獲得專項資金支持，補助資金總額共1.899億元（人民幣
，下同）。其中，貸款貼息項目112個，貼息金額9790
萬元；投資補助項目119個，補助金額9200萬元。

據悉，此批民營項目包括汽車、電子信息、農業產
業化、商貿流通等傳統優勢民營企業的技術改造、新產品
開發、技術創新等項目以及新能源汽車、新材料、醫藥
、現代物流等該市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化項目。

重慶市經信委副主任吳光表示，該市第二批擬支持
的231個民營經濟發展項目總投資151.93億元，安排補
助資金 1.899 億元。全部達產後，可實現銷售收入
685.26億元，利潤54.96億元，稅金36.81億元。財政資
金對投資的拉動比為 1：80，對稅收的拉動比為 1：19
，對貸款的拉動比為1：26。項目實現了該市38個區縣
全覆蓋。

【本報記者賈琛璐西安十二日電】內地最大的外商
投資項目──三星（中國）半導體有限公司高端存儲芯片
項目今日在西安高新區開工奠基。項目計劃分三期建設
完成，預計一期投資 70 億美元（約 443 億元人民幣）
，到明年年底達到設計產能後，每月可生產芯片 10 萬
片，形成660億元人民幣的年銷售收入，聚集160餘家
配套企業入駐，目前已確定44家配套企業近期入駐。

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陝西省省長趙正永、西安市
委書記魏民洲等陝西領導悉數出席此次開工儀式。韓國
方面則有韓國駐華大使李揆亨，韓國知識經濟部第一次
官尹相直，三星電子首席執行官權五鉉等高層及 70 多
家配套企業和高端合作夥伴代表出席。

踏入九月份土地成交顯著提高，上
海昨日推出一幅青浦純住宅地塊，吸引
13 家房企參與當日的現場競拍，在經
過近百輪舉牌後，上海招商置業以8.86
億元（人民幣，下同）摘得地塊，溢價
率達75%，每平方米折合樓板價1.2254
萬元。

資料顯示，該地塊位於青浦區的徐
涇鎮海天花園西側，屬於上海郊區的較
熱門地段，土地總出讓面積為 4.82 萬
平方米，容積率 1.5。據悉，地塊在掛
牌階段已有 40 家房企領取申請書，當
日參與現場競拍的房企包括龍湖、金地
、招商。當日競拍的現場氣氛激烈，更

有房企單輪舉牌跳價1.2億元。主持人
在現場先後四次提醒企業理性競價、注
意風險。在經過一個多小時的競拍，近
百輪舉牌後，上海招商置業最終以8.86
億元的總價摘得地塊，折合樓板價約為
12254元一平方米。

萬科六天花70億買地
上海中原地產研究諮詢部高級經理

龔敏表示，以當前該地塊板塊內每平方
米的銷售均價達到2.9萬元看，樓面地
價並不算高，但是該地塊容積率為 1.5
，加之要求 90 平方米以下小戶型必須
達到70%，就意味地塊主要定位以公

寓物業為主，這將對未來銷售均價大打
折扣。地塊附近公寓房銷售均價大多在
每平方米2萬元左右，以此來看該地價
並非十分之理性。

招商地產上海公司相關負責人稱
，經過激烈競爭摘得該地塊是出於對
上海長線市場的看好，同時也是對
「大虹橋」板塊規劃價值的肯定。目

前於該地塊的具體規劃還沒有明確方
案，但預計會以高品質公寓和部分疊
墅產品為主，該地塊上也可能對 「剛
需」產品有所嘗試。

八月底以來，大型房企的拿地熱
情上漲。有統計數據顯示，本月一日

至今，典型企業新增土地建面共計
398.3 萬平方米，拿地金額達 112.41 億
元，平均樓板價為 2822 元一平方米。
其中，萬科在進入九月以來，六天內
拿地涉及的金額已達 68.9 億元，遠超
八月全月。

同策諮詢與研究發展中心研究總監
張宏偉認為，土地市場底已經到來，只
要有一定的合理利潤，房企就可以出手
拿地。房企及時出手 「抄底」土地市場
，一方面是補倉補充土地儲備，另一方
面，在也通過快速消化當前項目獲得現
金與新增地塊 「換倉」謀求下一輪市場
發展機會。

外管局昨日公布今年第二季度及上
半年國際收支平衡表正式數據，中國二
季度經常項目順差537億美元（約3397
億元人民幣），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
412億美元（約2606億元人民幣），為
繼去年四季度以來再次出現逆差。外管
局強調，這主要是受國內外因素的共同
影響，不等於外資大規模集中撤離。

報告稱，外管局將中國第二季度經
常帳目順差由初值的597億美元向下修
正至537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
909 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 222 億美元
，收益逆差156億美元，經常轉移順差
6億美元；將第二季度資本和金融項目
逆差由初值的 714 億美元向下修正至
412 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淨流入
411 億美元，證券投資淨流入 111 億美
元，其他投資淨流出944億美元。國際
儲備資產減少118億美元（不含匯率、
價格等非交易價值變動影響），其中，

外匯儲備資產減少112億美元，特別提
款權及在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減少5億
美元。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
772 億美元，佔 GDP（國內生產總值
）比例為 2.1%，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
149 億美元，國際儲備資產增加 629 億
美元。

對於二季度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達
到412億美元，外管局表示，這主要是
受國內外因素的共同影響，但不等於外
資大規模集中撤離。直接投資順差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內地企業趁海外資產走低
，積極 「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增長
17%，達到 195 億美元。數據顯示，二
季度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撤資 75 億美元
，同比增長 6%，低於同期資本和金融
項目流出的平均增速（25%），也低於
○一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撤資的季度平
均增速（38%）。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
勇昨日在港出席中國經濟論壇時表示，中國經
濟在二季度見底後將保持震盪上行的態勢。他
強調，中央試圖在 「穩增長、調結構和控物價
」之間尋找平衡，很難再推出第二個 「四萬億
」刺激計劃。

高培勇表示，此輪經濟下行中，外資企業
和國企是利潤下滑的主要受害者，私營企業和
其他股份制企業仍保持較高的利潤增長率，並
未出現○八年時的危機，只是緩慢復蘇過程中
的震盪。相比 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
中央更希望藉機改善經濟結構。

他指出，自從○八年推出四萬億（人民幣
，下同）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以來，中國經
濟對於加大投資的依賴不減反增，經濟結構的
偏向更加強烈。加上總額近 20 萬億元的市場
流動性，當局正在 「調結構、穩增長和控物價
」的三大目標中面臨兩難抉擇。

高培勇認為： 「為了擺脫粗獷型的投資增
長，中國政府不太可能重複四年前激進的財政
刺激，亦對天量貨幣供應保持警惕，唯一可行
的就是落實大規模的結構性減稅。」他預測，
中央政府很可能啟動新一輪的財稅制度改革，
通過減少重複徵稅、營業稅並入增值稅和降低
實際稅率，三管齊下實現減稅承諾；預料規模
至少高達 6000 億元，接近中央全年財政預算
赤字的60%。

根據中國社科院最新的問卷調查顯示，
57%的中國經濟學家認同中國經濟已在二季度
見底，第三和第四季的經濟增長將高於 7.6%
，另有逾七成（72%）的專家預測全年 GDP
增長介乎8%至8.5%。

■三星存儲芯片項目西安開工

■寧夏上月CPI同比漲1.7%

■希諾國際健康城今啟動

■豫首八月外貿額增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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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民企再獲兩億資助金

經常項目上季順差537億美元

特稿

外管局昨日指出，今年上半年證券
投資方面繼續保持順差。上半年中國證
券投資項下淨流入204億美元，同比增
長1.4倍。其中，中國對外證券投資淨
流入 5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大幅增長
9.9倍；境外對中國證券投資淨流入14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上升84%。

報告具體稱，一方面，中國對外證
券投資回撤明顯。今年上半年，世界經
濟緩慢復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深化，
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加劇，中國對外證券
投資更趨謹慎，新增投資流出 85 億美
元，同比下降23%，減持回流143億美
元，同比上升24%。其中，對外股本證
券投資流出入雙降，總體呈淨回流 22
億美元；對外債務證券撤資回流規模上
升 1 倍，淨回流 36 億美元，而上年同
期為淨流出 2 億美元。且同期 QDII
（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對外證券投資
大幅波動，一季度回流5億美元，二季

度匯出 6 億美元，總體淨增對外投資 1
億美元。

另一方面，境外對中國證券投資活
躍。今年上半年，境外對中國證券投資
流入166億美元，流出 21億美元，同
比分別上升86%和95%。從結構上看，
因中國物價水平漲幅持續回落，降息預
期強烈，境外更青睞對中國債務證券投
資。

以股票投資為例，受境內企業盈利
預期下降和海外資本市場低迷等因素影
響，境外對中國股本證券投資流入 74
億美元，流出 21 億美元，分別下降
17%和上升96%，淨流入53億美元，同
比下降33%。其中，境內企業海外上市
籌資 39 億美元，同比下降 35%；QFII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證券投資穩中
趨升，一季度流出入基本平衡，二季度
淨流入大幅增至 15 億美元，總體淨增
16億美元。

外商204億美元投資證券

外管局昨日發布今年上半年中國國
際收支報告。外管局從今年上半年境內
外遠期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分析，說
明當前人民幣匯率已處於市場認可的合
理水平。報告指出，六月末境內銀行間
遠期市場、境外無本金交割遠期市場
（NDF）和香港可交割遠期市場一年
期價格隱含的人民幣貶值幅度分別為
1.2%、1.4%、1.9%，遠低於○八年國際
金融危機時 7%的高點，符合當前人民
幣緊、美元鬆的本外幣利差水平，而非
單純的匯率預期。

出口收匯風險已出現
外管局在報告的專欄內指出，今年

以來銀行外匯存款增長迅速，上半年累
計增加 1301 億美元（約 8230 億元人民
幣），同比多增994億美元，主因是人
民幣升值預期減弱後，企業調整財務運
作，在當前本外幣利差和匯差條件下，
企業開始削減前期積累的美元空頭、由
過度看空美元回歸中性操作。單純積累
外匯資產、看空人民幣的現象不明顯。

專欄文章稱，由於過去一段時期，
內地部分銀行外匯存款利率定價偏高、
調整滯後，本外幣存款的利差明顯小於

遠期外匯市場美元升水幅度，引導一些
企業留存外匯收入或通過外匯掉期交易
將人民幣存款轉換為美元存款，同時賣
出遠期美元，以獲得無風險套利，而正
常情況下按照利率平價利差與匯差應基
本對沖。而這種套利活動使銀行體系的
美元流動性增加，壓低美元利率，又推
動遠期外匯市場美元升水幅度擴大。這
表明隨人民幣匯率單向預期減弱，內
地本外幣利率與匯率的定價機制開始回
歸常態，遠期匯率將更多地反映本外幣
利差而非預期。

對於今年上半年在國際收支平衡表
記錄為資本和金融項目的流出，外管局
解釋，這是由於企業增加外匯存並沒有
離開內地金融體系，只是資金在公司部
門與銀行部門之間的轉移，相當於 「藏
於民」，不代表資本外流。

外管局還對出口收匯情況表示關注
。今年第二季度，出口收匯率為85%，
相對一季度下滑較大，且也低於去年同

期5個百分點。這說明中國出口收匯已
出現一定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反映在人
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情況下，境內企業
出口後盡快盡早收結匯的意願降低。外
管局表示，未來需高度關注出口收匯風
險，下一階段外匯管理部門將繼續支持
國家穩定外貿增長的政策，穩步推進貨
物貿易外匯管理改革，切實增強企業出
口競爭力等措施。

料全年實現基本平衡
此外，外管局在報告內指出，隨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以及央
行外匯干預大幅減少，中國經常項目順
差、資本項目逆差的國際收支平衡格局
將成為常態，有利於推進藏匯於民。在
國際金融動盪加劇情況下，跨境資本流
動受影響在所難免，但中國能夠承受跨
境資本流動的衝擊。今年下半年不穩定
、不確定的因素依然較多，但有利於中
國國際收支平衡的積極因素正在逐步積

累，只要國內外不發生重大突發事件，
相信全年中國國際收支仍有望實現基本
平衡。

中國社科院政經所國際金融研究室
副主任劉東民表示，對於中國這麼體量
的大國，經常帳戶順差的減少可能將來
會出現，而出現一點資本與金融帳戶的
逆差也是正常。劉東民還稱，到年底之
前，資本流入中國的速度就會加速，四
季度出現雙順差的可能性非常大。

▲高培勇稱，政府正在 「調結構、穩增長和控物價
」 的三大目標中面臨兩難抉擇

今年上半年中國
國際收支情況

（單位：億美元）
項目

一、經常項目
其中：貨物和服務

─貨物
─服務

二、資本和金融項目
其中：資本項目

金融項目
─直接投資
─證券投資

差額
772
726
1128
-403
149
24

125
900
204

國家外匯管理局指出，隨
國際收支、人民幣匯率趨向
合理均衡水平，企業調整財務
運作致外匯存款增長迅速，但
目前看空人民幣的現象並不明
顯。不過，外匯管理局對出口
收匯風險下滑表示關注。此外，
外管局相信，只要國內外不發生
重大突發事件，全年中國國際
收支仍有望實現基本平衡。

本報記者 李理

◀目前生產的混合動力汽
車有省油和續航里程比較
長兩大優點 網絡圖片

◀今年第二季
度出口收匯率
為 85% ， 相
對一季度下滑
較大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