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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料下季經濟增8.2%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二十四日電】總投資1億美元

（約6.3億元人民幣）的韓國SK鋰電池新材料產業基地
今日在重慶市兩江新區開工。該項目建成達產後實現年
產鋰電池正極材料9600噸，年產值約6.7億元（人民幣
，下同），計劃明年年內投產。

SK負責人表示，9600噸年產能相當於可以製作9.6
億塊手機電池、或4800萬塊筆記本電腦電池、或320萬
塊電動汽車車用電池。SK項目將進一步延伸兩江新區
的電子信息產業鏈，為新區發展消費類電子產業和新能
源汽車提供重要配套。

兩江新區負責人表示，至二○二○年，兩江新區汽
車產業將形成300萬至450萬輛產能。其中，新能源電
動汽車將達到150萬輛以上，加之2萬台電動客車，其
配套電池市場規模將超過 1000 億元。與此同時，重慶
正在建設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未來年產量
將超過1億台，其中單電池一項市場規模就超過800億
元。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二十四
日電】受中央樓市宏調並未放鬆，
及市場觀望情緒加重影響，傳統的
「金九」樓市旺銷行情迄今並未出

現。數據顯示，九月前23天，上海
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積 57.8 萬平方米
，環比八月僅小幅提升 6.6%。分析
指出，上海九月前三周的周均成交
面積僅 19.2 萬平方米，按此規模計
算，九月上海樓市總體成交規模或
難超百萬平方米， 「金九行情」料
縮水為 「銅九」。

儘管上海前23天新建商品房成
交面積同比提升 54.1%，但 21 世紀

不動產市場研究部經理黃河滔表示
，本月以來，該市新房買賣市場表
現差強人意，上周上海累計成交新
房 1683 套，約 19.7 萬平方米，雖然
環比分別回升 26.3%和 20.1%，但周
成交規模仍未觸及20萬平方米關口
。樓市銷售均價亦出現小幅下跌。
九月上海新房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
2.17 萬元（人民幣，下同），該數
據較八月同期回落 0.8%，同比去年
同期則回落7.2%。

德佑地產研究主任陸騎麟指出
，新房價格出現下調，及剛需盤成
為拉動成交的主力，是近來上海新

房買賣市場最大的特點。他認為，
就本月至今的58萬平方米成交量而
言， 「金九行情」較市場預期有較
大差距，考慮到上周上海樓市新增
供應量達到年內最高峰，十月上海
樓市成交量仍值得預期。

黃河滔則提醒，目前上海一手
房庫存已進一步攀至高位，截至今
日上午，上海一手房可售面積達
1046 萬平方米，同比提升 22.9%，
按八月份整月80萬平方米的成交水
平計算，上海新房庫存消耗周期高
達13個月。未來上海樓市供銷兩面
的不暢，或使庫存量繼續放大，從
而對房價變動構成影響。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四日電】
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發
改委不斷加快審批投資項目進度。中國
銀行今日在四季度經濟金融展望會議中
指出，末季經濟有望小幅回升，預計
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8.2%左右

，CPI 上漲 2.2%左右，全年 GDP 增長
約 8%。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
稱，基礎設施投資自五月份由負轉正，
將拉動經濟增長，下一步投資將主要來
自於中央財政資金支持。

中行分析稱，當前經濟形勢嚴峻性

僅次於國際金融危機集中爆發的二○○
八年，經濟減速持續時間之長為近年來
所罕見，綜合七月份和八月份投資、外
貿等多種經濟指標，預計三季度 GDP
增長約為7.7%，較去年同期回落1.4個
百分點。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分析

師李建軍稱，需求不振特別是外需不足
，是經濟增長勢頭不強勁的主因。然而
，下半年消費增速和固定資產投資將小
幅加快。

隨項目審批進度明顯加快，將對
四季度投資產生明顯拉動作用。該行預
計三季度和四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
長20.5%及21.5%，全年增長約為20.5%
。然而，外部環境不容樂觀，出口實現
全年10%增長目標困難較大。預計全年
出口增長6.3%，進口增長6.2%。三季度
和四季度出口分別增長2.5%及4.5%。

在消費方面，預計三季度消費將小
幅回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13.3%，較二季度回落 0.6%個百分點。
四季度消費增長 13.5%，全年增長約
13.8%。中行雖預期四季度 CPI 將觸底
回升，但總體仍然可控，從而為宏觀政
策繼續放鬆創造了空間。中行預計，下
季貨幣政策會進一步放鬆，貨幣信貸投
放將穩定增長，社會流動性總體較為寬
鬆。同時，央行料會繼續通過公開市場
操作釋放流動性，年內將再有1至2次
降準。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十四
日電】根據深圳中原地產的監測，
上周（十七至二十一日）深圳一手
住宅成交套數為 532 套，環比下降
了 21.19%，住宅成交量降至連續 20
周以來的最低，二手住宅的成交則
繼續呈穩中有升的態勢，一、二手
住宅的價格則都上漲了一成左右，

一手成交價經過 4 周的連續下跌後
，重新回到2萬以上的水平。

上周，深圳一手住宅成交面積
為 4.94 萬平方米。羅湖與鹽田再次
出現零成交；福田和南山的成交量
上升，福田增加 2 套，南山成交 57
套，比上周增加了30套；龍崗和寶
安的成交量都下降，其中，龍崗成

交153套，環比下降了近5成，寶安
297套，環比下降了8.33%。

根據深圳中原對深圳規劃與國
土資源委員會成交數據監測，上周
全市的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 2.0738
萬元（人民幣，下同），環比漲
10.59%。全市各區的價格波動幅度
拉大，基本上都在 10%左右。其中
，福田、寶安的價格下跌，南山、
龍崗的價格則上漲。

同期，二手住宅成交 1530 套，
環比升 3.45%，成交面積為 12.71 萬
平 方 米 。 成 交 均 價 為 每 平 方 米
2.2653萬元，環比升9.30%。其中，
寶安價格上漲 66.31%，突破 3 萬關
頭；但羅湖、福田、龍崗的價格均
下跌，且跌幅有所加大，其中，龍
崗的跌幅達13.63%。

深圳中原認為，九月份市場期
待的集中推盤和集中購買的現象並
未如期出現，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
了新房成交量持續走低，而從近期
營銷中心及樣板房集中開放的現象
可以看出，後市將有大量的新盤推
出，成交量將會有較大幅度的回升
，成交價格仍將保持目前的波動狀
態；二手市場將跟隨一手市場繼續
穩中有升。

【本報記者向芸、實習記者
甘球成都二十四日電】在今日
舉行的重大投資項目暨鼓勵民
間投資發布會上，四川省發展
改革委正式公布了《四川省重
大項目投資名錄（2012-2013
年）》及相關政策措施，共發布
2242 個項目，總投資達 3.67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據悉，項目選擇按照重大
基礎設施、重大產業、重大民
生及社會事業、重大生態環保
4大類制定具體標準，基礎設
施項目總投資在2億元以上，
其他項目總投資在1億元以上
。其中，重大基礎設施項目
639 個，總投資 1.4866 萬億元
，主要包括水利、農業、交通
、城市基礎社會和全區基礎設
施；重大產業項目 1253 個，
總投資1.8035萬億元，主要包
括戰略性新興產業、優勢特色
產業、能源、現代服務業等方
面；重大民生工程及社會事業
項目317個，總投資3683億元
，包括續建項目省圖書館、美
術館等149個和新開工項目達
州西南職業教育項目等168個

；重大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項目 33 個
，總投資110億元，包括續建項目內江
西南再生資源產業基地等8個和新開工
項目廣元垃圾焚燒發電等25個。

宜賓借力西博會攬金845億
此外，在第十三屆中國西部國際博

覽會召開前夕， 「中國酒都」四川宜賓
市簽下 221 個招商引資項目，總投資
845.42億元，簽約項目數和引資額均創
歷史新高。其中，省外投資項目167個
，投資總額728.85億元。簽約項目涉及
食品飲料加工、機械製造、輕工、化工
、紡織、農業產業化、竹木加工、旅遊
、建築建材、基礎設施建設、交通物流
、社會事業等 10 餘個行業。其中，宜
賓市政府與四川鐵路投資集團簽訂投資
額110億元的宜敘高速公路建設項目合
作協議；國家電網公司簽訂投資總額
75 億元的宜賓雙龍特高壓換流站建設
項目合作協議等。

【本報記者陳旻宿遷二十四日電】江蘇宿遷市在今
日舉行的經貿洽談會上簽約 118 個項目，累計投資額
932.05億元（人民幣，下同）。

宿遷市委副書記、市長藍紹敏介紹，今天簽約的項
目中，外資項目9個，投資總額7.45億美元；工業項目
107 個，投資總額 731.15 億元；軟件與服務外包項目 3
個，投資總額1.2億元；三產服務業項目8個，投資總
額199.7億元；10億元人民幣以上大項目27個，佔簽約
項目總數的22.9%；5億至10億元之間的項目18個，佔
簽約項目總數的15.3%。

【本報實習記者張園苑瀋陽二十四日電】第四屆中
國（本溪）生物醫藥高新技術交易會暨國家創新醫療器
械產品應用示範工程（遼寧）啟動儀式今日在遼寧本溪
舉行。此外，有 10 個產業項目簽約入駐素有 「中國藥
都」之稱的本溪，總投資80.45億元（人民幣，下同）
，達產後年銷售收入逾百億元；13 個項目開工奠基，
包括8個產業類項目、4所大學和1座商貿城。

會上，國家衛生部、科技部和遼寧省政府相關官員
共同啟動了國家創新醫療器械產品應用示範（遼寧）工
程，使遼寧省成為繼重慶市、廣東省、四川省後，中國
第四個啟動該工程試點的省份。

本屆藥交會規模、規格、層級、專業性、權威性和
內容的豐厚度都超過往屆水平。會上 10 個簽約項目包
括：美國德維特公司與瀋陽三生製藥公司合作投資
1500 萬美元的醫療管理總部基地、華潤三九醫藥集團
投資2.6億元的北方醫藥商貿物流、北京益神堂生物公
司投資 56 億元的健康城建設、廣東商會投資 9 億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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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季末臨近，市場流動性緊張壓力倍增
。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昨日再
現全線上漲，除 1 年期 shibor 小幅下降了 0.02
個基點外，其餘七個品種的shibor均明顯上漲
。中國央行本周將繼續進行逆回購操作已成市
場共識，據交易員透露，央行昨向公開市場一
級交易商進行了14天、28天逆回購和28天、
91天正回購詢量，此前連續進行的7天期逆回
購則暫未露面。

進入九月以來，市場資金面持續趨緊，隔
夜和 7 天期 shibor 從四日的 2.01%總體一路向
上，至此創出七個月以來的新高。國泰君安宏
觀分析師姜超認為，近期貨幣市場利率顯著回
升，主要受央行投放不足、熱錢流出及季末因
素等多方面的影響。八月份 「熱錢」依然呈外
流趨勢，外匯佔款也再次減少，均表明目前資
金流出壓力加大，加之近期季末金融機構對資

金需求同樣上升，在多方資金需求下，央
行淨投放量並不充足。

從昨日詢量情況看，市場人士表示，
暫停 7 天逆回購的同時重啟 14 天逆回購

操作，顯示出央行根據 「十一」國慶、中秋假
期安排，靈活調整公開市場投放工具期限、維
護節前資金面穩定的意願。同時，28 天逆回
購操作有望繼續實施，則表明央行有意拉長到
期資金組合，以保障中長期資金面平穩運行。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表示，本
周將有 1070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逆回購
到期，若央行不進行何動作，將有 1050 億元
資金面臨淨回籠，這將進一步加劇資金緊張，
因此料央行本周將繼續開展逆回購或下調存款
準備金率。

不過，興業證券宏觀分析師王涵預計，央行繼續滾
動逆回購，以調節流動性，從銀行的角度看，資金來源
端持續的短期化，意味其信貸投放的意願仍然難有明顯
提升。由於降準從宣布到實施需一周左右的時間，因此
節前降準已基本無望。

深新房成交量五個月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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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000402）昨日以 34.25 億元（人民幣，下
同）競得北京市西城區月壇南街地塊三商業金融用地和
體育用地項目，平均樓面價為每平方米 3.04 萬元，刷
新今年商業地塊的總價與單價紀錄。該股昨日收報5.64
元，漲1.26%。

上述地塊共吸引三家地產公司報價，北京西環置業
報出現場最高價35.25億元價格。金融街控股以34.25億
元的報價位居第二，北京華融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的
報價為 34.2 億元，最終該地塊由金融街控股奪得。資
料顯示，該地塊屬於商業金融用地和體育用地，土地面
積1.62萬平方米，建築規模11.255萬平方米，出讓底價
為33.58億元，起始樓面價約為每平方米2.98萬元，投
標保證金高達6.8億。按起始價計算，溢價率為1.99%。

據了解，該地塊與金融街隔環相望，目前地塊的拆
遷整理工作已完成，地面基本上清理得比較平整。

此外，北京市通州區運河核心區Ⅷ-14-2 地塊 F3
其他類多功能用地最終被鵬瑞利通州開發有限公司、北
京美融加投資有限公司聯合體以約8.2億競得，折合樓
面價約每平方米9088元。

■金融街34億摘京西城地塊

金中夏昨日在新華網的系列訪談中
表示，隨內地投資消費需求的穩定和
逐漸恢復，下半年的信貸應該也會有一
個平穩的增長，這是比較正常的情況。
比現在更快的增長，他覺得沒有太大的
可能，也沒有太大必要。他介紹稱，八
月份新增貸款的餘額增長是16.1%，實
際上還是比較快的。他同時指出，不存
在銀行有錢貸不出去的情況。

他認為，外圍經濟的不確定性仍在
，中國能做的是盡量穩定在歐發達國家
市場上的份額，同時盡可能擴大對新興
市場國家的出口，並在內需方面多想辦
法。

經濟下季回升希望大
他認為，目前在固定投資增速方面

，製造業的投資仍然大體穩定，但略有
減速。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它的增速從
負增長現在逐漸已回到正增長，但正增
長的幅度還不是很大，這個因素是投資
下一步逐步穩定的重要因素。還有就是
房地產投資，雖然房地產到目前為止一
直趨於減速，但這個減速逐漸趨於穩定

。他預期在未來幾個月，房地產存貨在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會逐漸消耗，在
那個時候會進一步促進房地產投資的增
長。因此，總的看，投資在今年年底或
者明年年初會逐漸從谷底回升。

消費目前比較平穩，這個平穩和前
幾年高水平相比比較低。從 GDP（國
內生產總值）而言，他認為第三季度
GDP 減速的過程可能目前還在繼續，
但是第三季度有可能是個底，第四季度
回升的希望還是比較大的。全年達到
7.5%的目標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金中夏認為，美聯儲推出的 QE3
對美國擴大內需的力度還是一個問號，
但對如中國等的新興國家可能出現負面
影響。他稱，現在新興市場普遍面臨美
元流動性趨於減少的趨勢，若能刺激美
國的內需，對新興市場，包括中國在內
的出口以及資金供應，可能有些正面的
影響，但由於 QE3 可能加大通脹預期
，所以這是非常不確定的。而在資本市
場層面，它可能讓美元貶值，但如果弄
不好，一種儲蓄貨幣貶值，升值壓力就
會放在發展中國家；還有就是它把大宗

商品、貴金屬價格抬高，所以相等於一
個輸入的通脹壓力。通脹上升，升值壓
力，恰恰發生在中國出口面臨比較大困
難的時候，這種情況下，對中國經濟和
對貨幣政策就會產生一些壓力。

研究設立新基準利率
對於利率市場化改革，他稱，實際

上是一個系統工程，以「放得開、行得
成、調得了」來形容。他具體稱：「放得
開就是存貸款的基準利率有可能對它的
限制越來越少，其實現在限制已經很少

。行得成，就是說將來放開了存貸款
基準利率以後，可能不是說我們沒有
另外一個基準利率，我們仍然要有一
個基準利率，仍然要有一個中央銀行
要調控的利率，這個利率正在研究平
衡當中。調得了，就是將來我們要選
擇一個新的基準利率，我們要通過新
的工具來調節，通過公開市場操作，
通過央行在公開市場收回或者放回流
動性影響利率的形成，使得市場利率
能夠和央行設定的目標大體上一致，上
下不會超出一個範圍。」

▼位於寶安龍華片區的
商品房將集中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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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金中夏接受新華網訪問時認為，今年
下半年中國的信貸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出現一個更快的增長，料應有
一個平穩的增長。中國經濟可能在第三季度觸底，第四季度有望出
現回升。不過，他關注美國推出的第三輪量化寬鬆（QE3）對中國
經濟及貨幣政策可能產生的負面壓力。

本報記者 彭巧容
Shib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