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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面趨鬆 央行放水縮量
後續投放力度料加大 維持流動性平衡

銀監傳叫停信託債券正回購

央行公開市場操作 「罕見」出現
「烏龍」事件。 「正回購」與 「逆回購

」申報需求在周二上午先後出現，由於
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在周一已同時上報
了正/逆回購需求，更令市場信息混亂
，有部分分析員更猜測央行這一反常行
為是預示近期可能會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隨後央行的公告顯示，當日公開市場
操作僅有逆回購。

路透昨日引述四位在中國商業銀行
直接從事公開市場操作的交易員透露，
事件擾攘接近半個小時。早上約9點15
分，多家實時金融通訊社引述交易員發
出央行今日將進行 「逆回購」操作的消
息。然而，在 9 點 16 分，有交易員表

示，銀行系統裡首先出現的是將進行
「正回購」操作。此後，實時通訊社紛紛
發出更正信息。據此，市場開始揣測，
從逆回購操作轉向正回購意味什麼。

但至 9 點 24 分左右，交易員表示
，系統中的標書內容中又出現了逆回購
操作，但正回購操作仍掛在系統中。即
系統中同時掛央行昨日將進行正回購
、逆回購的標書。在包括路透、彭博、
大智慧等通訊社發出央行當日將進行
「正回購」操作的信息後，市場已頻頻

出現債券雙邊點擊。也有交易員認為，
如果真是正回購，那一定是要降準備金
率。

外電在 9 點 40 分左右獲悉當日僅
有逆回購操作，並即時
明確信息。央行及後也
在 10 點 30 分公布的公
告顯示，周二當天以利
率招標方式開展七天期
的 180 億元和 28 天期
580 億元的逆回購操作
，信息才得以確定。據
悉，由於目前消息面相
對真空，央行此次烏龍
並未對市場造成大的影
響，僅利率互換衍生品
交易出現上下幾個基點
的波動。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十六日電】
2012 中國江陰金秋經貿合作洽談會日
前舉行，會上共簽約 87 個項目，總投
資逾50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世
茂集團擬斥資 60 億元，在江陰開發一
個大型旅遊綜合體項目。

此次簽約的項目涉及高端製造業、
現代服務業、新能源等多個領域。其中
外資項目43個，總投資36.15億美元，
內資項目 44 個，總投資 272.58 億元。
此外，江陰還有 34 個重點重大項目集
中開工，總投資共計215億元，新接外
貿出口訂單9.2億美元。

在簽約項目中，世茂集團投資的
「世茂御龍灣綜合體」尤為引人注目。

該項目規劃佔地面積 3500 畝，將打造

集旅遊度假、生態文化、商務會議、休
閒娛樂、運動健身、商業居住於一體的
旅遊綜合體。

世茂集團董事會主席許榮茂說，江
陰市大江南北重要的交通樞紐，發展前
景無可限量。為此，世茂集團決定積極
參與江陰現代化濱江花園城市建設，投
資開發 「世茂御龍灣綜合體」項目。

本屆洽談會期間還舉辦了江陰市城
市經濟懇談會，向 60 多家國內外房地
產企業推介了城區經營性土地 22 宗
2416.8 畝 ， 其 中 安 置 房 地 塊 13 宗
1012.47 畝。江陰市商務局副局長趙文
慶表示，這批房地產項目的開發，將促
進江陰房地產開發重點轉向國家鼓勵的
住宅建設。

【本報記者陳明、向芸、實習
記者甘球成都十六日電】香港投資
推廣署署長賈沛年今日在香港餐飲
業商機介紹活動期間表示，港商仍
是中國西南地區最大的外商投資來
源地，會越來越重視中西部的投資
，同時也鼓勵西部餐飲企業充分利
用香港的營商優勢，以香港為平台
「走出去」。

據統計，截至今年六月，香港
在四川投資設立共 4331 家企業，
累計佔省項目的 44.4%；實際到位
資金 186.6 億美元，累計佔該省實
際使用外資總額的50.7%。

賈沛年認為，相較其他外來投
資商，港商比較了解中國內地的投
資情況，對中國西南地區的中短期

甚至長期投資回報有深入認識。隨
沿海地區投資成本越來越高，投
資熱潮逐漸往中西部地區轉移，成
都很有條件成為港商在中國西南部
投資工作的門戶。

賈沛年表示，香港仍是中國
內地企業走出去最好的一個平台
，四川和香港之間的相互投資有
很大的發展趨勢。以餐飲業為例
，四川已有譚魚頭在香港成功開
店，並借助香港平台發展到新加
坡。四川企業大可充分利用香港
作為內地與海外商貿的橋樑，通
過香港多元而專業化的國際機構
和信譽一流、高素質的市場夥伴
，進一步建立海外市場。

據悉，繼成都活動之後，香港
投資推廣署將於十七日在重
慶舉辦同主題餐飲業介紹午
宴，向重慶市餐飲業企業介
紹香港餐飲業的商機。據介
紹，香港投資推廣署在內地
派駐了四支投資推廣小組，
分設於北京、上海、成都和
廣州。截至今年六月，投資
推廣署成功完成超過 2600
個投資項目，總投資額逾
670億港元。

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通過對 36 個大
中城市監測的數據顯示，九月份內地汽車市場
價格以降為主，國產汽車與進口汽車價格雙雙
走低。

發改委稱，國產汽車價格持續下行。截至
九月份國產汽車價格連續五個月走低，環比下
降 0.10%，比去年同期下降 1.22%，乘用車與
商用車價格均呈下降走勢。其中，乘用車價格
環比下降 0.10%，同比下降 1.53%；商用車價
格由升轉降，環比下降0.10%，比去年同期價
格下降0.84%。其中，商用貨車價格環比下降
0.66%，比去年同期下降 0.89%。商用客車價
格環比上漲0.32%，比去年同期下降0.83%。

與此同時，進口汽車價格也持續走低。九
月份進口汽車價格環比下降0.04%，比去年同
期價格下降3.96%。其中，進口越野車價格環
比下降 0.37%，同比下降 3.39%。進口轎車價
格環比上漲0.28%，同比下降4.54%。

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首席汽車分析師程曉
東表示，價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銷售緩慢，競
爭壓力比較激烈所致。目前汽車廠家在價格調
整方面比較謹慎，主要是經銷商層面的降價，
基本由明降轉為暗降。他稱，調查顯示目前汽
車廠家的庫存壓力較前段時間有所緩解，價格
下降逐步趨穩，而日系車受相關事件影響銷量
一直下滑，對價格形成一定的壓力。從目前走
勢判斷，四季度汽車價格仍將延續小幅下行走
勢。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六日電】由惠州仲愷高新
區與香港清華同方合作開發的惠州市現代信息服務業基
地今日舉行開工儀式，該項目預計五年建成，建成後將
實現產值100億元（人民幣，下同），將成為一個集科
研、開發、孵化生產、經營、培訓服務為一體的綜合性
產業園區。

據悉，該科技孵化器項目落戶廣東惠州仲愷高新區
，總投資預計6億元，總用地面積約6萬平方米，總建
築面積約 20 萬平方米，將依託清華攻防的科研實力、
同方公司的產業優勢，以及惠州仲愷高新區雄厚的電子
信息產業基礎，全力打造國家級雲計算智能終端新興產
業集群。據介紹，在項目建成投入運營三年內，將推廣
和轉化科技成果 30 至 50 項，培育科技型企業 40 至 60
家，孵化有一定規模的產業化項目10至20個。

【本報記者丁春麗濟南十六日電】記者從今天舉行
的山東省政府新聞發布會上獲悉，《山東省海上風電工
程規劃》已經獲得國家能源局批覆，該省截至九月底併
網風電容量已達到352.8萬千瓦，裝機容量年均增速達
到102.9%。

山東省發改委能源交通處副處長王福棟說，山東省
擁有海岸線 3000 多公里，風能資源十分豐富。到 「十
二五」和 「十三五」末，該省風電規劃裝機總容量將分
別達到800萬千瓦和1500萬千瓦以上。據悉，到年底，
山東電網將全面建成投產35千伏及以上輸變電工程401
項，投產輸電線路長度 6647.37 公里、變電容量 2629.5
萬千伏安。 「十二五」期間規劃建設8座220千伏風電
匯集站，滿足大規模風電開發的接入需要。

山東電力集團公司副總經理張凡華介紹，今年前九
個月，山東電網統調風電發電量已達41.48億千瓦時，
佔全省總發電量的1.68%。截至九月底，全省共有併網
風電場 57 座，在運風電機組 2378 台，併網風電容量
352.8萬千瓦，同比增長122.8萬千瓦，是 「十五」末的
99.8倍。

惠州現代信息服務基地開建

▲惠州市現代信息服務基地奠基動工 黃仰鵬攝

公開市場操作 央行擺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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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共拓餐飲業海外商機

世茂60億江陰建旅遊綜合體

◀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賈
沛年表示，港商會越來越
重視中西部的投資，同時
也鼓勵西部餐飲企業充分
利用香港為平台「走出去」

央行昨日進行包括 180 億元 7 天期
及 580 億元 28 天期逆回購，上述兩大
逆回購品種的中標利率分別為3.35%和
3.60%。數據顯示，本周公開市場逆回
購到期資金高達3370億元，若扣除100
億元的到期央票，本周市場仍有 3270
億元資金缺口。在本周逆回購到期資金
中，有 2200 億元逆回購資金需在昨日
回籠，即便算上昨日央行向市場投放的
760億元逆回購資金，在未動用準備金
率工具的前提下，本月公開市場資金壓
力不小。

本周到期資金規模較大
湘財證券宏觀研究員羅文波說，

本周公開市場逆回購到期資金規模不
小，但在市場利率較低的情況下，央
行不一定需要通過巨量逆回購進行對
沖，他預計周四央行仍會繼續進行逆
回購操作。交銀金研中心研究員鄂永
健指出，由於十月中下旬起將有大量
逆回購資金被到期回籠，因此當局若
不降準，就必須在未來加大逆回購的
規模，以達到市場流動性的適度合理
。他並稱，央票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發行完去年最後一期後，今年並未
出現，而逆回購卻不斷湧現，且頻率
規模越來越大，這表明央行在調控流
動性的手法上更趨靈活。

鄂永健相信，央行因擔憂推高通脹
而謹慎使用降準，因此未來仍可能繼續
依靠公開市場操作，來保持市場流動性
的合理適度，預計在不降準的背景下，
本月逆回購或再創新高。羅文波也補充
說，考慮到未來逆回購到期量將不斷增
加，且月中開始 4000 至 4500 億元的財
政繳款將可能引導利率向上，因此在不
降準的前提下，管理層就有必要加大逆

回購的對沖力度。
鄂永健又指出，年內央行將謹慎使

用存款準備金率及利率工具，預計降息
已沒有可能，而降準的必要性亦已降低
，管理層更傾向通過逆回購調控市場。
他分析稱，儘管本月有大量逆回購資金
到期需要回籠，但逆回購仍有操作空間
；另一方面，九月14.8的M2（廣義貨
幣供應量）增速已高出央行的目標值，
考慮到銀行間資金利率已現回調，且外
匯佔款也出現正增長，因此十月降準的
空間被大大壓縮。

降準必要性降低
羅文波雖認為，隨財政繳款日期

的臨近，及上月巨量逆回購的到期，本
月二十日前後當局應動用降準工具，但
由於貨幣政策放鬆可能引發通脹及房價
的反彈，因此也不排除央行繼續採用逆
回購方式平衡市場流動性。他又預計年
內降息既無可能，在經濟未出現超預期
下滑的條件下，央行使用降準也會更加
謹慎。

此外，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
（Shibor）除 14 天期及 1 年期 Shibor 較
上日微跌及持平外，其他期限Shibor普
漲。其中，隔夜Shibor利率漲16.5個基
點，至2.2058%，7天及1個月期Shibor
利率分別漲 1.91 及 1.16 個基點，至
2.7933%及3.6283%。中長期Shibor波動
較小。

【本報實習記者張園苑瀋陽十六日
電】記者今日從遼寧省政府召開的新聞
發布會上獲悉，○八年以來遼寧用四年
時間建設特色產業基地 12 個，凝聚
1970 個項目，投資額逾 4200 億元（人
民幣，下同），達產後年產值 6700 億
元。目前，該省共有國家級科技產業化
基地14個。

據遼寧省科技廳副廳長趙景海介紹
，遼寧積極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和服務體
系，吸引了大批國內外行業龍頭企業以
及高水平的創新團隊集聚，一批帶動力
強的重大科技成果實現產業化。到二○
一五年底，遼寧特色產業基地的生產總
值將佔該省生產總值的 5%以上；工業
增加值年均增長30%以上，佔該省工業
增加值的8%。

○八年以來，遼寧建設了本溪生物

醫藥、萬家數字技術、撫順先進能源裝
備、阜新液壓裝備、朝陽新能源電器
（超級電容器）、鞍山菱鎂新材料、盤
錦海洋工程裝備、撫順碳纖維、鐵嶺換
熱器和鞍山激光技術等 12 個以科技為
引領的特色產業基地，已成為遼寧資源
枯竭城市轉型，瀋陽本溪、瀋陽撫順等
一批產業新城建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
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遼寧確定了以科技為引領的特色產
業基地建設新思路，重點支持研發中心
、公共技術服務平台、技術攻關、新產
品研製和產學研合作等項目。截至今年
上半年，基地建成投入使用的研發中心
、公共技術服務平台和孵化器面積達
135萬平方米，引進高校、科研院所和
科技中介機構150餘家。目前，基地呈
現出持續發展的良好態勢。

中國央行昨日以利率招標
方式開展了總額760億元（人
民幣，下同）的逆回購。分析
指出，從當前市場利率看，資
金面並不如想像的緊張，因此
昨日逆回購規模並未擴大；但
考慮到九月巨量逆回購將在本
月逐漸到期，且財政繳款期亦
日益臨近，未來貨幣市場將繼
續承壓，在不動用降準工具的
前提下，本月後續逆回購投放
力度料將逐漸加大。

本報記者 倪巍晨

遼4200億建特色產業基地

美國財政部昨晚公布截至今年八月底的世界各國及
地區持有美國國債狀況顯示，八月中國環比增持 43 億
美元（約269億元人民幣）美國債，截至八月總計持美
債1.1536萬億美元，還是世界各國及地區最高的。日本
的持有量正在快速接近中國，八月底日本持有美國債
11215億美元，八月增持53億美元，與中國只差321億
美元。

據美國財政部修正後的數據，今年一月中國增持美
國國債 143 億美元，二月減持 110 億，三月減持 112 億
（初報為增持147億），四月增持204億（初報為增持
15 億），五月減持 4 億（初報增持 52 億），六月減持
170億（初報增持3億），七月增持23億（初報增持26
億）。

八月持有美國國債量名列第二的還是日本，總量連
續11個月居於萬億關口之上。第三為石油輸出15國，
持有量由七月的 2625 億美元降至 2630 億美元，增持 5
億美元。

據多位信託公司高管向內媒透露，
中國銀監會於近日叫停了信託公司做債
券正回購業務，包括信託公司的自有資
金以及信託資金。

一位信託公司法務人士表示： 「正
回購業務一直就是不合規的，但是一些
信託公司今年在做債券投資的時候，大
量使用正回購以放大槓桿博取收益。」
目前《信託公司管理辦法》規定， 「信
託公司不得開展除同業拆入業務以外的

其他負債業務，且同業拆入餘額不得超
過其淨資產的20%。」該《辦法》同時
明確規定， 「信託公司不得以賣出回購
方式管理運用信託財產。」

債券回購分為質押式回購和買斷式
回購，對於正回購方而言，實質是一種
利用持有的債券進行融資的行為。可見
，信託公司無論是用自有資金，還是信
託資金投資債券，做正回購交易都是不
合規的。

據接近監管層人士稱： 「如果允許
做債券正回購，信託公司接受客戶資金
委託買了債券，然後馬上質押出去融資
，融來的錢又買了債券還好說，萬一被
挪用去做其他的投資呢？」

不過，部分信託公司和債券私募投
資公司則認為，《信託公司管理辦法》
禁止正回購業務明顯 「過時」，應該進
行修改。

上述信託公司人士稱： 「正回購

是債券投資中一種常規的交易行為，
不能簡單將其視為一種負債而加以禁
止。銀行理財、券商資管、基金投資
債券都可以做正回購，為什麼單單要
禁止信託？」

亦有市場人士擔憂，此舉或將導致
信託公司做債券投資更加缺乏優勢，也
將導致私募債券投資顧問公司加速 「逃
離」信託公司平台，轉而與基金公司、
證券公司合作。

中國八月增持269億美債

▼數據顯示，本周公開市場逆回購到期資金高達3370億元，若扣除
100億元的到期央票，本周市場仍有3270億元資金缺口 彭博社

▲發改委稱，截至九月份國產汽車價格連續五個月
走低 彭博社

▼山東將重點發展海上風能清潔新能源

央行九月以來逆回購規模
（單位：億元人民幣）

日期

16/10

11/10

09/10

27/09

25/09

20/09

18/09

13/09

11/09

06/09

04/09

7天期（中標利率）

180（3.35%）

120（3.35%）

1650（3.35%）

-

-

550（3.35%）

200（3.35%）

350（3.35%）

450（3.35%）

200（3.35%）

550（3.40%）

14天期（中標利率）

-

470（3.45%）

-

500（3.45%）

1000（3.45%）

-

-

-

320（3.45%）

200（3.50%）

400（3.50%）

28天期（中標利率）

580（3.60%）

-

1000（3.60%）

1300（3.60%）

1900（3.6%）

1050（3.6%）

550（3.6%）

200（3.6%）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