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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將放寬人幣跨境交易
胡曉煉：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本報記者雷永剛深圳二十
六日電】作為 「第二屆陝粵港澳
經濟合作周」的壓軸戲， 「咸陽
．深圳產業項目合作對接會暨簽
約儀式」今日再與粵港澳客商簽
訂了複合微生物菌劑生產、太陽
能建築一體化體育中心、電動汽
車生產、萬畝生態園觀光等15個
合作項目，總投資 129.55 億元
（人民幣，下同）。至此，咸陽
市在合作周中的簽約項目已達22

個，共吸金272.55億元。
咸陽市副市長李曉靜在大會

致辭中表示，在咸陽發展，是一
線城市的環境，二線城市的成本
。按照國家實施新一輪西部大開
發戰略，以及關中─天水經濟區
發展規劃，咸陽市將與西安一起
，承擔着建設西安（咸陽）國際
化大都市的重任。咸陽可以享受
西安市所擁有的一切便利，而又
具有各種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

據介紹，咸陽市近幾年圍繞
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加快三次產
業協調發展；圍繞培育市場主體
，加快服務體系建設；圍繞提高
城鄉居民收入和財政收入、加快
縣域經濟發展；圍繞國際化大都
市建設，連續五年為陝西省目標
責任考核優秀。咸陽市近五年來
累計引進合同項目1200多個，投
資額達到1460多億元。

【本報實習記者羅丹瀋陽二十六日電】瀋陽市對
外貿易經濟合作局今日發布數據稱，一至十月份，瀋
陽實現進出口 102.9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648 億元），
同比增長 18.6%。其中，出口 47.4 億美元，增長 16.9%
，增幅高於遼寧省7.4個百分點；進口55.5億美元，增
長 20.1%。全市十月份當月出口 3.5 億美元，下降
11.4%；進口5.8億美元，增長16.8%。一至十月份，瀋
陽新批外商投資企業 139 家，合同外資額 22.4 億美元
，實際利用外資45.2億美元，同比增長10.6%。其中，
十月份當月全市實際利用外資 3.1 億美元，同比增長
332.5%。

中國央行發布的十月份金融市運行報告顯示，當月
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量和回購量較九月份減少23.7%至
2.9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則增加2.9%；一天
品種佔當月全部拆借成交量的78.1%。當月同業拆借加
權平均利率也較九月份下降6個基點至2.87%。

今年前十個月，同業拆借市場交易量累計為 39.1
萬億元，同比升46.7%。十月份當月的債券質押式回購
加權平均利率也較九月份下降19個基點，至2.82%。

今年前十個月，銀行間債券市場累計發行債券6.2
萬億元，同比升 3.1%。十月份當月銀行間債券市場發
債6826.9億元，同比增22.9%，但較九月份減少4%，當
月五年期以下債券佔比較九月份升12.1%。

至十月末，銀行間債券指數為143.9點，較上月末
上升0.25點，漲幅0.17%，較年初上漲4.12點，漲幅為
2.9%；交易所國債指數月末收盤為135.19點，較上月末
上漲 0.39 點，漲幅 0.3%，較年初上漲 3.76 點，漲幅為
2.86%。

中國央行數據顯示，截至三季度末，全國發行銀行
卡34億張，環比增長5.4%，同比增長21.2%，同比增速
加快3.3個百分點。其中，借記卡發卡量已突破30億張
，信用卡發卡量同比增速則放緩1.5個百分點，發卡量
為3.18億張，環比增長5.1%，同比增長18.8%。

今年第三季度，全國共辦理非現金支付業務106.48
億筆，金額 328.02 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23.9%和
16.0%。非現金支付業務筆數增速同比加快 4 個百分點
，金額增速同比放緩5.6個百分點。第三季度，全國共
發生銀行卡業務100.78億筆，同比增長25%，增速較上
年同期加快 3.9 個百分點；金額 88.20 萬億元，同比增
長 5.2%，增速較上年同期放緩 27.2 個百分點。銀行卡
滲透率達到46.3%。

截至第三季度末，信用卡授信總額 3.33 萬億元，
同比增長 36.3%，較第二季度末增加 3424.03 億元，環
比增長11.4%；期末應償信貸總額10035.47億元，同比
增長 44.8%，較第二季度末增加 1423.35 億元，環比增
長16.5%。截至第三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
總額144.3億元，較第二季度末增加11.64億元，環比增
長 8.8%；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佔期末應償信
貸總額的1.4%，較第二季度下降0.1個百分點。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二十六日電】十一月前 25
天，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79.6 萬平方米，較十月同
期提升24.2%，同比去年則提升了124%。此外，上周上
海成交新建商品住宅 2291 套，約 26.6 萬平方米，環比
分別提升46.2%和34.5%，創近21周來新高。

分析指出，剛需盤近期的持續發力，是本月樓市銷
售業績向好的主因，有賴於官方對樓市宏調政策 「偏於
維穩基調」的表態，市場成交量料能延續有序是否的走
勢。21 世紀不動產上海區域分析師黃河滔說，本月上
海樓市成交情況，不僅較十月有所突破，甚至還有望出
現年末翹尾行情。他相信，部分開發商的推盤意願已逐
步回升，隨着樓市政策走向的逐漸明朗，未來房企在上
海推出更高溢價房源的概率正在加大。

德佑地產研究主任陸騎麟估計，本月最終成交量很
可能突破 90 萬平方米大關，成為年內第二高點。他考
慮到，近期剛需入市積極性較高，且年末信貸額度相對
往年要寬鬆，預計年末上海樓市成交或繼續保持在相對
高位。他又認為，部分在上海房企依然希望在年底 「衝
刺業績」，加之前期庫存仍待消化，因此年末價格出現
明顯上揚的概率不大。

發改委就明年煤電合同談判的相關指導意
見或快將出台。據內媒昨日報道，明年煤電談
判的核心政策將包括首次取消煤炭重點合同；
首次放開鐵路運力配置；繼續完善煤電聯動機
制等三點。

據悉，除發改委的相關指導意見外，構成
明年煤電長協談判核心政策文件還包括由發改
委牽頭起草的《關於取消重點合同，推進電煤
價格並軌》，該報告也已上報國務院。據多位
煤電業界人士透露，明年起將取消煤炭重點合
同，實施電煤價格併軌，並鼓勵煤電雙方簽訂
以年度或三五年為期的中長期供貨合同，以相
對穩定供貨關係。國家不再下達年度跨省區煤
炭鐵路運力配置意向框架方案，煤電雙方需要
拿着合同自己與鐵路部門談。不過，發改委仍
將安排對煤炭供需企業簽訂的年度或者中長期
合同進行匯總，鐵路、交通部門對匯總合同進
行銜接。國家對產運需三方認可的合同要進行
備案，作為日常監督的工具。

除了特殊時期臨時干預外，政府將不再干預煤價。
這意味啟動了二十多年的計劃煤市場化徹底完全放開。
然而，電價實時聯動的意願則仍然落空。

據業內人士表示，文件內容只表示繼續完善煤電價
格聯動機制，在電煤價格出現劇烈波動時，依法採取臨
時措施。並未出現電力行業此前希望的實施即時聯動，
全額聯動，並對過去的政策性虧損能一次性補償等意見
。分析人士認為，鑒於當前煤價相對較低，電企應不虧
損，以及煤價未來漲勢或乏力，現在沒必要再單獨出台
一個煤電聯動政策。

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專家徐連仲
指出，當前經濟增速呈現平穩回落，並未
超出預期，未來有望穩中略升，且經濟運
行的內在機制穩定。他認為當前應切實落
實管理層出台的各項政策措施，但一定要
避免貨幣政策進入寬鬆化渠道。

他在報章內撰文表示，目前經濟增速
回落符合宏觀調控的政策預期，是宏觀調
控的結果。要冷靜觀察經濟運行的變化，
並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採取進一步的
微調措施。由於前幾年寬鬆貨幣政策放出
的貨幣並未完全消化，今年新增貸款 8 萬
億也不是一個很低的數字，一旦貨幣政策
進一步寬鬆，大量貨幣進入市場，人們對
通脹預期很快就會增加，會推動價格快速
上漲。要警惕在經濟下滑的情況下盲目地
、急躁地增加貨幣供應量。

他又指出，目前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
與當前國內外的經濟形勢、經濟環境相適
應，與國家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
方式的長期要求相適應，經濟增長並沒有
出現過度的下滑，故不必因此而過度擔心

，更不必因此而驚慌失措。
興業銀行最新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月

度預測報告也認為，中國十一月宏觀經濟
增長數據回暖、物價反彈，可能使得政策
既不會寬鬆，也不會收緊， 「原地待命」
「政策真空」是十二月最可能出現的情況。

該行指出，由於滙豐十一月中國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重上臨界
線上方，官方製造業PMI繼續回暖應無意
外；新增信貸可能較十月份小幅增加；十
一月狹義貨幣供應量（M1）和廣義貨幣供
應量（M2）同比增速仍將繼續反彈。當月
進出口同比增速可能低於十月，其中出口
預測中值為6%，大幅低於十月季調後的增
速 4.5 個百分點。但十一月消費零售總額
同比增速料將穩中有升，由此工業增加值
同比增速會小幅回升至9.8%，較十月高0.2
個百分點。

該行並預測十一月工業生產者價格指
數（PPI）同比降幅將繼續收窄，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則會再度反彈
至2.1%左右，這與增長方面的回暖一致。

中國工信部昨日發布《關於促進黃
金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指導意見》預計，到二○一五年全國
保有黃金資源儲量達到 8000 至 9000 噸
，比 「十一五」期間增長20%以上；黃
金產量達到 420 噸，力爭實現 450 噸。
惟在消費需求旺盛下，料二○一五年中
國黃金消費量將突破 1000 噸，供應缺
口進一步擴大。

工信部在《指導意見》內表示，中
國黃金行業已形成地質勘查、礦山開採
、選礦、冶煉、加工和科研等比較完善
的產業體系，為黃金行業做大做強奠定
了良好的產業基礎。不過，行業產業結
構不合理；資源綜合利用率低；資源保
障程度低等問題仍然存在。

《指導意見》指出， 「十二五」期
間，黃金工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
取得明顯進展，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
12%以上，產業發展規模和質量進一步
提高。

十大集團產量將達260噸
其中，通過加大兼併重組力度，企

業數量從 「十一五」末期的700多家減

少到 600 家左右，形成 1 個 50 噸級、2
個 40 噸級、1 個 30 噸級、1 個 20 噸級
、2個10噸級的黃金企業集團公司。到
二○一五年，十大黃金集團公司產量達
到 260 噸，比二○一○年增加 100 噸，
大中型黃金企業的黃金產量佔全國的
70%以上。 「十二五」期間，內地黃金
產量年平均增長率保持 3 至 5%。 「十
二五」期間生產黃金 1900 至 2100 噸，
較 「十一五」期間增長30%以上。

通過加強資源勘查，新增黃金資源
儲量 4000 至 5000 噸，扣除黃金開採消
耗 3000 噸左右，到二○一五年全國保
有黃金資源儲量達到 8000 至 9000 噸，
比 「十一五」期間增長20%以上。此外
，到 「十二五」末，全行業資源綜合利
用率達到70%以上；高效節能設備得到
廣泛應用，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貢獻
率明顯是提高。

《指導意見》還提出，支持大型骨
幹企業開展跨地區、跨所有制的企業兼
併重組和資源整合，礦權優先向大型金
骨幹企業傾斜，鼓勵現有礦田內多於2
家以上的企業間實施兼併重組，提高行
業集中度。

鼓勵黃金企業開展技術研發、工業
設計、信息諮詢、商業服務等生產性服
務。進一步發展黃金市場，創新黃金投
資交易品種，發展黃金的電子商務，完
善黃金交易平台和手段。鼓勵發展黃金
工業檢測認證、節能認證、科技成果推

廣等中介服務。
強化在全球範圍內的資源配置，以

中國周邊、非洲和拉美國家為重點，通過
國際合作，開展重要成礦帶成礦規律研
究、資源潛力評價和境外勘查開發，形
成一批境外黃金資源勘查開發基地。

【本報記者鄧德相、通訊員洪振業泉
州二十六日電】福建省泉州市外經貿局發
布消息稱，今年一至十月，該市進出口貿
易總額達 202.22 億美元，同比增長 56.19%
，首次突破 200 億美元大關；其中進口
103.28 億 美 元 ， 同 比 增 152.21% ； 出 口
98.94億美元，同比增11.77%，增速高於全
國的7.8%以及福建省的7.1%。

前十月泉州對新興國家市場出口增長
較快，傳統市場中美國和日本好於歐盟。
數據顯示，同期出口東盟、非洲、拉美分
別增長 36.56%、19.07%、11.51%。對美國
出口 13.61 億美元，增 17.11%，對歐盟市

場出口19.84億美元，下降7.07%。
從出口產品來看，紡織服裝、鞋類產

品仍是支撐出口的主要動力。前十月泉州
市紡織服裝出口 39.36 億美元，增 10.43%
；鞋類出口15.62億美元，增9.44%；兩大
商品出口合計54.98億美元，佔該市出口的
56%，成為該市出口增長的穩定因素。

從出口企業來看，重點企業出口增速
較快。泉州市 388 家重點跟蹤企業前十月
出口增長46.53%，遠高於同期全市總體增
長速度，共出口47.13億美元，佔全市出口
總額近五成，其中已有 6 家企業出口超億
美元。

十二五黃金儲量料增20%

為順應中國對外開放不斷深化的過
程，近年來資本項目可兌換也在不斷地
提高。胡曉煉介紹，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資本項目交易分類的標準，目前人
民幣資本項目實現部分可兌換的項目有
17項，基本可兌換的項目是8項，完全
可兌現的5項。

進一步拓寬跨境流動渠道
她表示，目前人民幣在跨境交易中

正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如果中國以本
幣作為跨境交易主要貨幣的話，貨幣錯
位的風險、外匯供給不足的風險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加以化解。因此，胡曉煉認
為，通過開展積極的跨境人民幣使用，
包括在資本項下的人民幣跨境交易，可
以作為下一步繼續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的一個重要內容進行研究、探討。這樣
可以使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步伐在穩定的
基礎上能夠邁得更大一點。而當人民幣
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實體所接納採用，那
麼資本項目可兌換將來也會越來越集中
在交易的開放和市場的開放方面。

胡曉煉表示，目前的工作已朝這個
方向操作。最近有關部門把RQFII（人
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額度從過去的
700億增加至2700億，這一額度已遠遠
超過過去十年用外匯來進行 QFII（合
格境外投資者）的額度，這個步子邁得

相當大。另外，中國央行從二○一○年
開始允許國外的三類機構來投資中國的
證券市場，這也是資本市場開放的重要
方面。短短兩年時間內，境外包括中央
銀行、貨幣當局、主權財富基金、國際
金融組織、保險公司、人民幣清算行等
機構在中國債券市場的投資規模已達到
四千多億。

胡曉煉強調，逐步實現資本項目
可兌換是內地金融改革一個重要的組
成部分，下一步將繼續鼓勵、順應、
促進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未來人
民幣的跨境交易方面仍然要繼續堅持
立足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這樣一
個基本方針，立足於促進貿易投資的
便利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拓寬人民
幣跨境流動的渠道。

即期價本月18次觸及漲停
昨日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盤中穩

居漲幅上限且以漲停價6.2255收盤，人
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在本月內 18 次漲
停，逼近匯改來最高點，顯示人民幣強
勢仍在延續。

人民幣兌美元昨日中間價為6.2884
，較前一日升 22 個基點，為連續第二
日走升，並創逾十日新高。而全天人民
幣兌美元即期匯率多數停留在漲幅上限
6.2255，並以此價收盤，較前一日收盤

價上升30個基點。
交易員稱，近期內地宏觀經濟先行

指標回暖，包括豐中國製造業 PMI
初值漲至十三個月新高，以及歐元偏強
勢頭，都支撐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昨

日市場一開盤，人民幣就封在漲停位，
市場陷入流動性陷阱，交易清淡，即期
交易區間僅數個點。

交易員並稱，如果央行不出手，人
民幣漲停僵局可能很難自行化解。

中國央行副行長胡曉煉近日表示，目前人民幣實現資本項目可
兌換的基本條件進一步夯實。開展積極的跨境人民幣使用，包括在
資本項下的人民幣跨境交易，可以作為下一步繼續推進資本項目可
兌換的重要內容進行研究、探討。此外，昨日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
率再度觸及日間波幅上限，並以漲停的6.2255元（人民幣，下同
）收盤。本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18次漲停。

本報記者 范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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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

咸陽赴深圳引資130億

上月銀行間少發債4%

滬上周新房成交量回升

銀行卡發行量增21%

專家：避免貨幣政策寬鬆化

泉州外貿破200億美元關

▲簽約儀式上共簽15項，總投資129.55億元 雷永剛攝

▲咸陽市副市長李曉靜認為咸
陽具一線城市優勢 雷永剛攝

瀋陽首十月進出口增19%

▲ 「十二五」 期間，內地黃金產量年平均增長率保持3至5% 新華社

▲據悉，明年煤電談判的核心政策將包括
首次取消煤炭重點合同等三點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