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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華投資轉升
上月上月FDIFDI跌幅縮窄跌幅縮窄 商務部看好前景商務部看好前景

唐雙寧：經濟發展要兩防
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中國金融學

會副會長唐雙寧認為，今冬明春中國經
濟工作的重點是 「兩防」。一是防止經
濟下滑，二是防止明年換屆後的 「泡沫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則指
出，人口紅利消退和高房價制約經濟發
展，宏觀政策需持續關注房地產泡沫。

唐雙寧昨日出席一論壇時指出，單
純從 GDP（國民生產總值）增速來看
，中國經濟正在經歷金融危機以來 「二
次回落」。

唐雙寧分析稱，從外部環境看，金
融危機使美國經濟心梗；歐債危機也癌
症無解；日本經濟長期疲弱。新興國家
兩面受夾，出口貿易增長困難，通脹威
脅進一步加大。中國自身情況中，外貿
難恢復；投資難持續；消費難振興。從
中長期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態勢將減
弱，政府財政收入下降不可避免。同時
，中央與地方政府今後的舉債能力和再
融能力也不樂觀，地方政府違約風險不
容忽視。而中國的居民消費率在○八、
○九年已下降到35%以下，並且有進一
步下降趨勢，消費文化已決定中國的消
費難振興；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居民

財富保值難、生活成本高企、社會保障
滯後等原因，也令消費難以振興。

此外，他指出，歷史上每當中國換屆
，都不同程度地發生過投資大幅攀升現
象並帶來後遺症。要防止換屆之後追求
政績形成新泡沫，中國需要通過政治體
制改革解決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現象。

中金：持續關注地產泡沫
唐雙寧認為，今冬明春是一個非常

關鍵的時期，只有做到 「兩防」，把握
好 「度」，穩住當前，才有今後。做到
「兩防」必須合理搭配財政貨幣政策，

特別是發揮財政政策的抗周期功能。一
是完善投資體系，形成一個財政引導信
貸、財政信貸拉動民資的 「市場運作與
政府扶持相結合的投資引導機制」；二
是在現實情況下投資要保持合理的 「度
」；三是投資要向基礎設施、科教文衛
、民生福利、新興產業、農業以及中西
部傾斜。此外，還必須把握提升消費的
重點。一是收入分配政策要向下傾斜、
向中西部傾斜。二是逐步形成與收入分
配結構調整相適應的合理的 「消費梯次
結構」。必須盡可能穩住已有出口市場

，並大力開發發展中國家的新市場；從
長遠眼更要通過提高品牌競爭力、技
術競爭力，從根本上提高出口競爭力。

出席同一場合的中金公司首席經
濟學家彭文生則指出，潛在經濟增長
力放緩的原因包括：人口紅利的消退
；農村的富餘勞動力已大幅減少；房
地產高地價、高房價對實體經濟的擠

壓。中國需要尋找新的增長來源，提
高內部市場的競爭；打破一些行業壟
斷對效率提高的制約；控制房地產價
格的進一步上升。他認為，從宏觀政
策來講，如何控制房地產的泡沫進一
步推升，防止大的破滅以後對經濟的
衝擊，這可能是未來幾年中國宏觀政
策需要持續關注的一個重點。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二十日電】央行周二以逆回
購操作方式向市場注資 1140 億元（人民幣，下同），
已連續第二周出現下降。分析指出，考慮到公開市場到
期回籠壓力並不大，且現時市場流動性仍在合理適度範
圍之內，因此央行周二縮減逆回購投放規模符合預期，
本周公開市場仍可能再次實現小幅淨回籠。

周二進行的690億元7天期及450億元28天期兩大
逆回購品種，其中標利率繼續持平於上期的 3.35%和
3.60%。公開市場本周需回籠的逆回購到期資金共2420
億元，鑒於本周有150億元到期央票，加上周二的1140
億元逆回購資金，在不考慮周四逆回購操作的前提下，
周內還有1130億元資金缺口。

同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中，短
期品種多數上漲，7天期限品種延續昨日升勢。隔夜利
率上漲8.82個基點，報2.2422%；7天利率上漲13.83個
基點，報 3.3425%；14 天利率上漲 1.38 個基點，報
3.4346%；1個月期利率下跌6.61個基點，報3.6583%。

交銀金研中心研究員鄂永健博士說，在利率水平不
高、市場流動性並不緊張的當下，央行不需要特別加大
逆回購的規模，本周公開市場或出現 「小幅淨回籠」。
考慮到最新外匯佔款數據仍延續了正增長的態勢，且年
末財政存款下放也將緩解資金面的緊張，因此年內貨幣
政策將以 「穩」為主。

豐集團在昨日發布的最新報
告中預計，得益於亞洲等新興市場
的推動，二○一三年全球貿易額增
長有望達 5%，並有望在其後的兩
年間繼續保持穩步小幅增長的態勢
，未來三年的中國出口額年均增幅
有望達12%。

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環
球貿易及融資業務部總監歐陽博思
表示，受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低迷
等因素影響，今年以來中國的貿易
增長有所放緩，但這只是暫時的。
中長期來看，隨中國不斷拓展與
新興市場的貿易往來，其貿易增長
仍將保持強勁的動能。與此同時，
中國拉動內需的措施也將帶動其他
市場的貿易增長，為全球的企業帶
來拓展業務的機會。

報告指出，由於發達市場需求
增長動力不足，未來三年中，中國
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仍以新興市場
為主，尤其是亞洲市場。二○一三
年到二○一五年，印度和越南將是
中國出口增速最快的市場，預計年
均增長率分別達20%和18%。此外
，隨中國企業不斷開拓新的出口
目的地，一些新的出口市場正在逐
步形成，例如中東北非地區，預計
未來三年中國對該地區的出口額將
以年均14.3%的速度增長。

豐還預計，中國不斷促進貿
易平衡、增加進口的舉措將令其他
市場特別是歐美等發達市場受益。
預計未來三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
將以年均 10.4%的速度增長，並在
此後的二○一六到二○二○年間進
一步提速至12%；英國對中國的出
口額增速預計將從未來三年的年均
9.9%逐步提升至二○一六到二○二
○年間的11.1%。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日電】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日在新聞
發布會上表示，加入世貿組織（WTO
）十一年來，中國針對美國、歐盟等
成員國對中國採取的貿易措施累計主
動起訴了 11 起案件，目前已有 8 起有
了最終的裁決和結果，中方多數案件
獲得勝訴。

沈丹陽稱，商務部目前在貿易摩擦
的應對過程中有很多的措施，在 「打官
司」過程當中運用兩種方式來維護國家
利益和中國產業的權益，第一種方式是
運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可以對在
雙邊貿易磋商過程中未能達成一致的，
對一些國家濫用貿易救濟措施實施貿易
保護主義的做法，把他告到WTO去。
第二種方式是支持中國的企業在實施貿
易救濟調查國來運用當地所在國和所在
地區的法律程序來挑戰他們的這些不公
平的措施。

對於貿易摩擦事件，沈丹陽表示，
隨中國外貿佔全球貿易份額以及佔全
球出口比重的逐步上升，貿易摩擦未來
還是少不了。沈丹陽稱： 「對於貿易摩
擦，商務部的態度是基於認真對待，用
平常心看待。一方面堅決反對一切貿易
保護主義的做法，希望有關國家不要對
中國產品濫用貿易救濟措施，另一方面
我們將繼續在世貿規則體系內運用法律
手段，堅決維護國家和中國產業的合法
權益。」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崇泉當
日表示，當前中國外貿發展面臨多種因
素制約，貿易保護主義升溫，貿易摩擦
增多，對穩出口構成嚴重威脅。

豐料中國出口額年增12%

央行注資1140億 規模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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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安全追溯體系正在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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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青睞服務業

數據顯示，今年前十個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
業20021家，同比下降10.5%，同期實際使用外資917.4億
美元，同比下降3.45%。湘財證券宏觀研究員羅文波認為
，今年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外資對中國經濟增長仍有疑慮
，是FDI數據連續五個月出現負增長的主因，此外，近幾
年中國並不缺少資金，在產業結構調整背景下，各地吸引
外資的優惠政策也逐漸轉向中性。

德國對華投資增近三成
值得注意的是，一至十月份美國對華投資由降轉增，

實際投入外資金額27億美元，同比增長5.3%，而一至九
月下降 0.63%。同期，亞洲十國/地區實際投入外資金額
780.3 億美元，同比下降 4.7%。其中，日本對華投資 60.8
億美元，同比增長10.9%；歐盟27國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
額52.4億美元，同比下降5%。而德國、荷蘭、瑞士對華
投資增長較快，增幅分別為28.1%、51.2%、75.8%。

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表示，美國對華投資
保持增長這一情況在前幾個月已出現，不是現在才出現的
。僅憑一兩個月的數據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一般都需把它
放到更長的時間段來看。因有時候會因為一個大項目，比
如美國前幾個月在上海投資的一個迪士尼項目資金到位，
而出現較大增長。外國投資項目有時候資金額很大，達到
幾億美元或幾十億美元，這樣的項目會使全國利用外資總
額短期內迅速增長。

扣除房地產因素，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略有增長
。一至十月份，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437.2億美元，同比
下降1.8%，佔全國的47.7%。其中，房地產實際使用外資
下降6.14%。扣除房地產因素，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增長 2.1%。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鵠飛據此分
析，扣除房地產因素，服務業吸引外資仍有增長，但就十
月份數據看，房地產吸引外資的流入量已有改善，表明中
國房地產市場並未出現外資的大幅撤離。從外資投資結構
看，金融保險業和新興科技產業較受外資青睞，外資對製

造業的投資，已開始轉向金融服務業，這種結構性轉化趨
勢將在未來進一步明顯。

將千方百計穩外貿增長
針對今年外貿目標能否完成，沈丹陽指出，中國的貿

易夥伴第一是美國，第二是歐盟，第三是東盟，第四是日
本。其中對歐盟出口增長是負的，對日本的出口增長也降
低，完成全年10%左右的外貿增長目標很困難。

他續稱，至於今年能完成多少，目前很難測算，商務
部尚無定論，但會千方百計保持外貿穩定增長，保持外貿
份額穩定增長。他表示，從增長方式轉變、出口結構調整
方面來看，中國的外貿仍然是可圈可點。中國外貿在全球
範圍的份額原來在10.4%，今年有可能增長。

對外直接投資方面，一至十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
球126個國家和地區的3254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
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581.7 億美元，同比增長
25.8%，低於一至九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28.9%。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昨日在商務部例
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商務部關注酒鬼酒塑化
劑事件，目前白酒行業安全追溯體系正在試點
，有進一步的情況將會及時通報。

沈丹陽稱，商務部從二○一○年開始陸續
建立一些使皮安全追溯體系，目前這些追溯體
系只是在一些重點城市進行試點，試點情況總
體良好，通過這樣的體系，可以把問題食品的
源頭找出來，追蹤過程中，主要是通過追蹤食
品加工過程中各個環節的責任找出來，以此達
到保障食品安全的作用。

沈丹陽續稱，這個體系的實施需要很多
環節、很多部門、很多單位、很多地方共同
配合，現在進行的是試點，這個體系還不敢

說已很完善，有進一步的情況會及時對外進
行通報。

有媒體近日報道稱，據第三方檢測顯示，
內地知名的白酒品牌酒鬼酒中的塑化劑含量超
標高達 260%，存在意想不到的致命危險。消
息傳出後，酒鬼酒立即發布臨時停牌公告。隨
後酒鬼酒公司高層回應稱，還不能確定媒體送
檢的就是酒鬼酒公司產品，且檢測也是一家商
業機構操作，其檢測標準、檢測手段不具權威
性。另外，白酒行業檢驗的國家標準裡，沒有
塑化劑檢驗這一項。

受此消息影響，A股白酒板塊在股市上大
受影響，多家白酒上市公司股價大跌，估計當
天白酒板塊市值蒸發430億元人民幣。

今年一至十月份美國對華投資由降轉增，
同比增長5.3%。不過，中國FDI（外商直接投
資）連續第五個月下降。商務部昨日公布數據
稱，十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3.1億美元，
同比下降0.24%。分析指出，中國經濟增速的
下降，是FDI連續負增長的主因，但月度數據
的降幅卻在收窄。商務部稱，對中國吸引外資
增長仍有信心，現在是一個調整期，未來還將
是一個增長的態勢。

本報記者 賈 磊 倪巍晨
實習記者 葉世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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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撇帳88億美元 股價跌14%
惠普公司表示，由於其去年買入的英國軟件

Autonomy虛報帳目，所以該公司要為其財務帳目
減值 88 億美元，受消息影響，惠普公司股價曾大
跌一成四，跌至十年以來最低的水平。

惠 普 昨 日 發 表 聲 明 表 示 ， 該 公 司 對 於
Autonomy前管理層利用會計欺詐和誤導投資者等
行為，並因此而虛報帳目表示非常失望，受到消息
拖累，惠普股價昨日曾大跌一成四，跌至每股
11.44美元，創下十年以來最低的水平。

對於惠普來說，今次的指控是對該公司的另
一次的打擊，其本來已因為管理層混亂和個人電
腦、打印機和與科技有關的業務走下坡而飽受衝
擊。

在去年，惠普前行政總裁 Leo Apotheker 同意
買入英國軟件公司 Autonomy，希望藉此而讓公司
的業務更多元化，不只專注於個人電腦方面。不過
，由於管理層經常改變策略而不斷換人，所以
Apotheker在任惠普不到一年後，亦已離職。

而 在 今 次 的 減 值 中 ， 有 50 億 美 元 是 與
Autonomy的會計欺詐有關，這些問題交易是由一
位前高層暴露出來。惠普表示已把事件知會美國和
英國的證券監管機構，同時亦會循民事的途徑進行
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