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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121億買中債
傳悉尼建離岸人幣市場

繼馬來西亞、韓國、日本等國表示要
投資中國國債後，澳洲央行副總裁洛威（
Philip Lowe）昨日指出，人民幣將成為亞
洲重要的儲備貨幣，澳洲央行計劃首次把
約5%的外匯儲備（約19.1億澳元，即121
億元人民幣）投資於中國政府債券，且已
獲得了中國央行的准許。業內人士指出，
在兩國貿易的天然聯繫下，人民幣還有望
成為澳洲礦產投資者的潛在融資貨幣。

本報記者 范琳琳

央行嚴整銀行債券業務

【本報記者朱逸雲、扈亮二十四日電】成品油新定價機
制施行後內地成品油價格首次下調。國家發改委宣布，將於
周四下調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降低395元（人民幣，下
同）和400元，這次調價相當於把汽、柴油平均最高零售基
準價格在目前每噸9320元和8510元的基礎上分別下調4.2%和
4.7%左右。

新成品油調價機制一方面將此前調價周期由22個工作日
縮短至10個工作日，另一方面，取消掛靠國際市場油種平均
價格波動4%的調價幅度限制。第一個油價調整窗口為四月
十日。但由於當日之前的10個工作日內，國際原油平均價格
可調金額低於每噸50元，因此最終未作調價。

此次成品油價格降價幅度，是根據四月二十四日前10個
工作日國際市場原油平均價格變化情況，並考慮四月十日未
調價金額合併計算確定。金銀島成品油市場分析師韓景媛表
示，本次成品油價下調後，總體物價水平將相對降低，後期
不排除CPI指數出現環比走低。卓創資訊數據模型監測，此
次成品油價格下調6%左右，將對CPI漲幅拉低0.012%左右。
而此次成品油價格大幅下調對於終端用戶和消費者而言都將
是極大的利好。

專家認為新機制將有效抑制市場投機行為。韓景媛表示
，在新機制下，往往資源還未消耗，油價再次調整，使得對
風險的把控難度加大，調價周期縮短以後，每次調整幅度也
將縮窄，總體來說可以抑制油價。卓創資訊成品油分析師陳
晴也坦言，在油價調整頻率加快的當前，及價格變化的不確
定性增加，使得大量的存油操作將進一步減少，而內地 「油
荒」現象出現的機率也將減少。

數據顯示，隨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步伐加
快，人民幣兌澳元也出現顯著升值。今年首季，人
民幣兌一澳元中間價由去年末的6.5363元升至三月
末的6.53元，升值幅度僅為0.09%；但周三人民幣
兌澳元中間價雖較上日跌20個基點為6.3951元，但
今年以來，人民幣兌澳元中間價已升值約2.2%。

四月十日澳元直接與人民幣交易啟動，成為繼
美元、日圓之後的第三個與人民幣直接交易的重要
幣種，目前交易量呈現溫和態勢。一位外匯市場中
的交易人士表示，作為剛開始的一個新業務，不可
能一上來就有很多人參與。但隨市場的磨合和熟
悉、尤其是外貿企業適時加入進來以後，甚至個人
的購匯的加入，市場活躍度就會起來。

分析也認為，澳洲是一個高儲蓄率國，但作為
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仍需大量資金滿足基建需要
，而目前的融資貨幣主要是美元和澳元。鑒於目前

中澳兩國的經濟依賴度，預計人民幣未來有望成澳
洲企業的融資貨幣之一。

人民幣兌美元近期走強，一方面兌其他貨幣匯
率也因此出現強勢，另一方面，人民幣也因其走強
而受到資金及其他國家外匯儲備的追捧。儘管昨日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小幅走弱，但客盤結匯意願仍
然較強，帶領即期市場小幅收高至6.1781元，較前
一日升10個基點。

上海一股份行交易員表示，近幾個交易日人民
幣兌美元中間價不再猛升，而是一高一低有所回穩
，估計短期內還會保持在6.24元附近盤整。而市場
也對消息面更為敏感，包括前一日豐PMI數據初
值不佳，和尾盤歐元下跌，都一度帶出購匯盤。而
上海一外資行交易員則認為，近期市場比較觀望，
雖然近期數據不太理想，但還是需要下個月出來更
多數據來證明，同時也在看有沒有政策面的指引。

人幣兌澳元今年已升2.2%

中國央行昨日召開整頓債市問題的內部會議。內
地媒體引述與會人士消息稱，央行已要求各家銀行在
明日下班的限期前完成自查，並於五月十日前上報整
改方案，以換取有關部門 「寬恕處理」。央行短期內
也將對代持交易出台新的管理規則。其中，對丙類帳
戶要逐步取消或升級。

據悉，央行要求各大型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一
把手參加昨日召開的內部會議，出席會議者也多為主
管債券業務的副行長。有多個相關部門的領導出席是
次會議，包括審計署金融審計司司長呂勁松、公安部
經偵局局長孟慶豐、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副秘書長
馮光華、央行金融市場司司長謝多以及央行副行長劉
士余等。

劉士余在會上要求，本周五下午五點
前，各家機構要把落實此次通報情況、防
範債券交易風險、實施內部清理的《工作
實施方案》送報央行；五月十日前，向央
行報送此次內部清理的結果，集團內部凡
涉及債券交易的基金、保險等機構的清查
結果，也要報送央行。

要求明日前完成自查
有參會者透露，會上明確提出，對 「

未來內部檢查出的問題，公安和審計署爭
取寬恕處理」。似是對連日來席捲債市
的調查引起的人心虛怯，有安撫市場的
意味。

關注到此次債市查處風暴中，身有規
避監管、粉飾業績等作用的代持交易，被
認為是金融機構內部人員開設丙類戶通過
代持、養券、過券、倒券實施利益輸送的
主要工具。據了解，央行將在不久對代持
交易出台新規，並提出將對丙類帳戶逐步
取消或升級。

央行二○○○年推出丙類戶，其原意是活躍市場
交易。不過，目前丙類戶的80%為非金融機構法人，
是在甲類戶（主要為商業銀行）、乙類戶（主要為券
商、基金、保險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之外，數量最多
的交易帳戶。二○一一年後，央行已經大幅提高丙類
戶的開戶門檻，並嚴禁甲類戶替丙類戶墊資。

但本月中，萬家基金固定收益部監鄒昱因被司法
調查而被基金除名，一系列債券業務的其他金融機構
高管調查相繼浮面。中國證監會此前在例會上明確，
不允許基金、券商實施任何形式證券代持的態度。北
京、上海等地的證管辦要求所轄機構限期上報所有代
持的情況並實施整改。

中國銀監會近日下發監管政策徵求意見稿
稱，擬從消費者權益保護環節入手，對向消費
者提供產品服務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履行的職
責出台監管措施，從而監管銀行理財產品服務
。中國銀監會並在剛下發的年報內重申，今年
將加強對理財產品的監管，並嚴防地方融資平
台貸款等方面的信用違約風險。

內媒引述該徵求意見稿稱，由銀行業金融
機構承擔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第一責任主體職
責，金融產品和服務造成損失的，應當按照權
責認定情況，根據有關政策法規或合同約定向
消費者進行賠償或補償；在協議制定和定價管
理方面也有規定。該文件還明確，經營者不得
以格式條款、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
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
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規定。

從消費者權益保護入手
文件並稱，有關指引適用於中國境內設立

的銀行業金融機構，而界定的銀行業消費者是
「購買或使用銀行業金融機構產品和接受銀行

業金融機構服務的自然人」，暫不包括法人。
昨日在中國銀監會網站披露的銀監會2012

年報強調了理財產品問題，表明監管層對銀行
表外業務風險的擔憂正日益加重。年報稱，截
至去年底，中國銀行系統的理財產品總餘額大
約7.1萬億元人民幣。今年守住不發生系統性
和區域性風險底線是首要任務。要嚴防信用違
約風險，對平台貸款風險，繼續執行 「總量控
制、分類管理、區別對待、逐步化解」政策。
將嚴格監管理財產品設計、銷售和資金投向，
嚴禁未經授權銷售產品，嚴禁銷售私募股權基
金產品。

銀監會還要求銀行公布理財產品標的資產
，限制非標準產品（不能在公開市場交易）的
規模。

此外，上海銀監局近日亦宣布了旨在規範第三方投資產
品的規定，新規將於六月一日生效。《通知》明確代銷業務
是指商業銀行利用本行渠道，向個人客戶銷售或推介非本行
發行的有投資風險的產品。《通知》的監管對象是銀行代銷
產品，這類產品通常能提供比傳統銀行存款更高的回報，但
從技術上被看作投資產品。

《通知》稱，商業銀行需對高風險產品設銷售專區，所
有銷售櫃都要配備錄音系統，以確保準確記錄交易信息。
《通知》還要求，上海包括中資和外資在內的所有商業銀行
都須在六月一日前安裝記錄員工與客戶對話內容的錄音設備
。在代銷產品成熟之前，所有對話內容都應記錄在案。各商
業銀行還被要求在今年底前安裝錄像設備。

中國央行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房地
產貸款快速增長，增加7103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多增4667億元或192%，
增量佔同期各項款增量的27%。截至三月
末，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住戶貸款餘額
17.12萬億元，同比增21.3%，增速比上年
末高2.7個百分點；一季度增加9752億元
，同比多增4758億元。

央行昨日公布的《2013年1季度金融
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顯示，至三月末
，主要金融機構及小型農村金融機構、外
資銀行人民幣房地產貸款餘額12.98萬億
元，同比增長16.4%，增速比上年末高3.6
個百分點。

地產開發貸款餘額增速已經連續10個
月逐月攀升。至三月末，地產開發貸款餘
額1.04萬億元，同比增長21.4%，增速比
上年末高9個百分點。房產開發貸款餘額
增速比上年末高1.6個百分點，達到12.3%
至3.2萬億元。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增速比
上年末高3.9個百分點，同比增17.4%至
8.57萬億元；一季度增加4662億元，同比
多增3088億元。

三月末，保障性住房開發貸款餘額6140億元，同
比增長42.4%，增速比上年末低4.2個百分點；1季度
增加410億元，佔同期房產開發貸款增量的23.4%。

另據央行同日發布的2013年一季度小額貸款公司
數據統計報告，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國共有小額貸款
公司6555家，貸款餘額6357億元，全年新增貸款434
億元。其中，全國擁有小額貸款公司最多的三大省份
為江蘇、遼寧和安徽省，分別有513、464和451家。
江蘇省同樣成為貸款餘額最多省份，達1052.53億元
。浙江和內蒙古自治區分別以775.63億及350.84億元
，位列第二及第三位。

洛威是在駐上海澳洲商會所作的演講中作上述表
示。他稱，投資中國是一個重要的決定，這反映出中
澳兩國經濟聯繫進一步拓寬，金融關係愈發緊密；這
讓澳洲方面的投資可以更加分散，並且有助於對中國
金融市場的理解。這將是向來較保守的澳洲央行首次
直接投資日本以外亞洲國家的主權債市場。

接受人幣澳企增多
資料顯示，截至三月底，澳洲央行約持有382億

澳元（39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目前澳洲外匯資產
中的美國和歐洲資產分別佔45%，日本和加拿大資產
分別佔5%。

伴隨中國經濟的不斷壯大和人民幣國際化步伐
的加快，各國投資中國國債已是大勢所趨。二○一○
年，馬來西亞中央銀行已買入人民幣計價債券作為其
外匯儲備；韓國銀行去年表示，該行從中國人民銀行
獲准購買200億元人民幣中國國債，同年，日本購買
103億美元（約合650億人民幣）的中國國債。

中國是澳洲最大貿易夥伴。去年澳洲26%出口流
向中國，而其進口貨物中15%則來自中國。由於貿易
相互依存，越來越多的澳洲企業表示願意持有人民幣
。據豐銀行對與中國有生意往來的澳洲500個中小
型企業調查，三成的企業打算同時用美元兌換以及直
接兌換的方式，另有約十分之一的企業計劃只用澳元
與人民幣直接兌換。

澳洲對人民幣的接納，給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
加速提供了機會。業內人士則指出，人民幣與澳元的
直接兌換已為中澳雙方金融創新打下基礎，有助於促
進金融市場和產品的發展，並促進人民幣流入澳洲。
澳新銀行首席執行長邁克．史密斯預測，貨幣直兌交
易將帶動澳中貿易和投資量上升，人民幣兌澳元將發
展成為一種常用的貨幣，對其交易規模不可限量。

結算過程有待改善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的

分析也指出，人民幣和澳元直兌，可看做澳洲在為其
建立人民幣離岸市場做準備。而市場亦有消息傳出，
澳洲正計劃在悉尼建立離岸人民幣市場，並與中國內
地和香港方面進行初步協商。

不過，洛威亦直言，目前存在不利於採用人民幣
進行貿易結算的障礙，比如人民幣不太方便取得，以
及匯率風險對沖工具的定價。但他亦相信，這些障礙
遲早會被克服，市場會深化，流動性也會增強，結算
過程將得到改善，採用人民幣結算的興趣也會上升。

位於墨爾本的澳新銀行商業諮詢主管Melchor
Calderon向外電表示，據其銀行客戶反映，現在的問
題不是澳洲企業，而是中方出口商貿易結算時仍寧願
使用美元。一旦這個問題解決，人民幣與澳元交易量
會大幅增加。 「這需要我們的客戶說服中國的供應商
，在貿易結算中使用人民幣」。

人民幣兌澳元今年來走勢(中間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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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今起下調4.2%

近年來成品油調價一覽
執行日期

25/04/13

27/03/13

25/02/13

16/11/12

10/09/12

10/08/12

11/07/12

09/06/12

10/05/12

20/03/12

08/02/12

內容

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下調395和400元

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下調310和300元

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上調300和290元

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下調310和300元

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上調550和540元

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上調390和370元

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下調420和400元

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下調530和510元

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下調330和310元

汽、柴油價格每噸上調600元

汽、柴油價格每噸上調300元

外國政府買中國國債
情況一覽

國家

澳洲

日本

韓國

科威特

尼日利亞

泰國

俄羅斯

馬來西亞

年份

2013年

2012年

2012年

2012年

2012年

2011年

2011年

2010年

內容

約5%的外匯儲備投資於人民
幣國債

獲准購買650億元人民幣國債

獲准購買200億元人民幣國債

主權基金獲3億美元人民幣投
資配額

將提高人民幣佔外儲規模至
10%

獲准購買2億元人民幣國債

總統顧問建議持有人民幣資
產

已買入人民幣計價債券作為
其外匯儲備

▲分析稱，本次成品油價下調後，總體物價水平將相對
降低，後期不排除CPI指數出現環比走低 中新社

人幣國際化加速

▲澳洲央行副總裁洛威稱
，投資中國是一個重要的
決定，這反映出中澳兩國
經濟聯繫進一步拓寬

彭博社

▲央行報告顯示，江蘇省是全國擁有小額貸款公司最多的省
份，有513家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