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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穩步推進股票國際板
今年續擴金融市場規模 政府將減微觀干預

深樓市「三連跌」可售房源大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8

日宣佈，從4月份起，對外公佈國內生產總值（GDP）、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和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四項統計指標經季節調整後的環比數
據。
國家統計局官員說，與同比速度的對比基期是上年同

期不同，環比速度是相鄰兩期對比的結果，可以較好地
反映短期經濟變化，是國際上公認的進行短期經濟趨勢
分析的有效工具。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均對主要經濟
指標開展環比統計，並進行季節調整。但長期以來，中
國的大部分月度和季度統計指標只計算同比速度，沒有
環比速度。

環比統計剔除季節因素
據了解，環比數據一般需要進行季節調整，剔除季節

因素的影響。此外，環比統計數據要經過多次修訂。通
常情況下，環比統計數據的波動幅度大於同比統計數據
的波動幅度。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彭志龍和參與軟件設

計的南開大學數量經濟所所長張曉峒等官員、專家認
為，環比數據的新推出，將有助於人們了解經濟運行、
波動和拐點，也是加強和完善統計體系，豐富經濟決策
依據的重要舉措，是中國統計向國際化、現代化邁出的
重要一步。

另據新華社報道，隨 國際市場上黃金、白
銀等貴金屬在原油價格大漲的帶動下連續突破
新高，中國黃金、白銀市場也連創新高。8
日，中國交易所黃金、白銀價格均達到歷史最

高水準，而且銀價已全面突破每公斤8,500元大
關。
8日，上海黃金交易所黃金Au9995最高觸及每

克309.10元，收盤價也達到309.04元，黃金
Au9999最高也達到每克309.20元，並以最高價收
盤，雙雙創出中國金價歷史新高。

據新華社深圳8日電 據深圳市規劃國土委網站的數據
顯示，今年3月，深圳一手商品住宅共成交2,666套，比
去年同期下跌11.19％，成交面積22.8萬平方米，同比下降
12.67％，均價為每平方米19,424元，同比也下跌4.94%。
這是今年開年以來深圳樓市連續第三個月下跌。
市場認為，深圳樓市「三連跌」的背後，是國家房地

產宏觀調控政策發力、央行加息等多重因素的「疊加影
響」。對於房地產市場而言，一方面是目前樓市調控政
策仍在步步縮緊，另一方面，抑制通脹的相關政策也在
對樓市產生收縮效應，這使得樓市購、銷雙方都受到影
響。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交三連跌的同時，深圳房地產市

場上還出現了可售房源大幅減少的特殊狀況。據深圳市
規劃國土網預售許可信息顯示，今年1至3月，深圳全市
只有10個樓盤項目取得預售許可，其中1月有6個，2月1
個，3月3個；而去年同期則有23個樓盤獲得預售許可。
預售許可大幅下降，導致目前深圳可售商品住房套數僅
有19,087套，按照去年深圳的成交數據，僅滿足六個月
的購買需求。

穗十大房企不提降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日前，廣州地

區十大品牌房企一同出席新聞發佈會，各大開發商不避
嫌大談調控政策，但卻閉口不談降價與優惠。各房企表
示，佈局二三線城市成為各大房企熱門，部分企業還將

加大商業地產並參與保障房項目。
該發佈會一年舉辦一次，面對今年的調控壓力，開發

商們談及政策毫不避嫌，但談及價格毫不示弱。十大房
企的負責人均不提降價與優惠，並從不同層面上表示保
「生存」，謀求發展的新思路。

富力地產副總裁朱榮斌稱，已對銷售作適當調整，將
在調控環境下推出不受調控影響的產品，保證銷售正常
進行。朱榮斌同樣沒有提及「降價」。

4大指標環比數據
國統局本月起公佈

林毅夫論人幣升值
取決於中國通脹率

香港文匯報訊 據
《華爾街日報》報道，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林毅夫(見圖)稱，人民
幣兌美元的升值速度取
決於中國的通貨膨脹
率。通貨膨脹必然會影
響中國政府的決定。
林毅夫表示，通貨膨

脹加速上升可能會導致
中國政府放慢人民幣升

值速度，因為他們關注的是實際匯率而不是名義匯
率。不過林毅夫沒有預測中國具體的人民幣升值目
標。
他稱，如果中國國內通貨膨脹率為1%或者2%，

名義匯率升幅可以達到5%甚至更高，但如果國內通
貨膨脹為3%或4%，那麼名義升值速度可能會低。
林毅夫表示，有兩種辦法，要麼利用通貨膨脹實

現實際匯率上升，要麼在低通貨膨脹環境下利用名
義匯率上升實現實際匯率上升。
自2010年6月中旬中國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以來，

人民幣兌美元已經升值了4.3%。4月7日人民幣兌美
元匯率中間價報6.5456，連續第四個交易日創出匯
改以來新高。

報告指出，展望2011年，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發展
主線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環境下，中國金融市場將進

一步發揮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貢獻，同時其規模將繼
續擴大、結構將更為優化，對外開放也將穩步推進。

引導資金投中小企
報告認為，今後幾年，中國經濟工作的主線和主攻方

向是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為加大對結構調整的
支持力度，需要積極引導和支持重點產業中符合條件的
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通過發行多種形式的債券來進行
融資，支持重點產業和新興產業中小企業拓寬融資新渠
道。在此條件下，能夠通過金融市場進行融資的企業範
圍與數量將進一步增加，股票與債券發行量和交易量也
會相應增加。
報告認為，2008年年末以來陸續開工的基礎設施等建

設項目目前已在建設中，對信貸資金存在一定的剛性追
加需求。在2010年貨幣政策回歸穩健的條件下，發展新
興產業的資金需求將更多地轉向資本市場，金融市場規
模將進一步擴大。積極推進金融等領域的改革，要求加
快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政
府在金融市場管理中的職能也會發生轉變。市場自律組
織和自律法規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熱錢湧入窒礙匯率形成機制
報告認為，2011年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將穩步推

進。隨 中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發展，境外主體持

有的人民幣數量逐步增加，產生多樣化的資產配置，債
券市場對境外投資融資主體的開放步伐將進一步加快；
股票市場的國際板等對外開放建設也將穩步推進；有關
部門還將根據雙邊經貿往來和金融交往情況，繼續穩步
推進銀行間外匯市場開辦人民幣對其他幣種的交易。
報告分析稱，在美元「零利率」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的環境與條件下，主要貨幣的低利率政策將會持續，這
會降低套利交易的成本，從而使更多的資金進入中國市
場進行套利交易活動，增大中國資產價格的上漲壓力。
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將對外匯市場產生影響，增加人民
幣升值的壓力。
報告強調，主要經濟體實行寬鬆的宏觀經濟政策以

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普遍承受了較大的資

本流入壓力，這可能不利於中國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影響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
培育。

閩副書記于廣洲
調任海關總署署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京報道）據中
國海關總署網站8日發佈
的最新消息，3月28日，
中央任命于廣洲(見圖)

為海關總署黨組書記。4
月5日，國務院任命于廣
洲為海關總署署長。此
前，于廣洲為福建省委
常委、副書記。
據了解，于廣洲為江

蘇阜寧人，現年58歲，
年輕時在蘇州工作，曾出任多個企業負責人，從政
後又先後擔任過無錫市、徐州市市長。2000年，于
廣洲出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省長，2001年6月在國家
發展計劃委員會任副主任、黨組成員，2008年11月到
福建省任省委副書記。另據消息指，4月2日，中石
化總經理蘇樹林已經調任福建省副書記一職。

京城全力提升旅遊
年入境客將達千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8日上午，

北京市旅遊局正式「升格」，更名成立北京市旅遊發
展委員會。據悉，北京市每年將投入10億元以上專
項資金，力爭在2015年年入境旅遊收入超過100億美
元，入境遊客過千萬人次。
本月初，北京市政府決定將北京市旅遊局更名為

北京市發展旅遊委員會。此前，中國內地只有海南
省設旅遊發展委員會，其他省市旅遊機構還都以旅
遊局身份存在。
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表示，希望北京旅遊委為

中國旅遊業的發展起好示範作用。北京市旅遊發展
委員會主任魯勇表示，日後將會聯合協調文化、商
務、交通等多個部門的優勢，共同推動北京的旅遊
產業化發展。他還表示，會力爭到2015年旅遊產業
增加值佔全市GDP的10%以上，年入境旅遊收入超
過100億美元，入境遊接待量超過1,000萬人次，國
內遊客達到2億人次。

8日，為期3天的2011第三屆中國國際新能源產
業博覽會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開幕。據悉，
該屆博覽會以「新能源、新經濟、新發展」為主
題，來自國內外的300多家企業、近500個品牌展
示了新能源行業的最新技術和產品。圖為觀眾在
觀看太陽能電池片。 新華社

新能源產業博覽會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中國人民銀行昨日(8日)發佈《2010年中國

金融市場發展報告》指出，現時全球三大

主要經濟體目前已有兩個（美、日）實行

了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這將不可避免地對

中國金融市場造成影響。2011年，中國金

融市場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股票市場的國

際板將穩步推進。同時，政府將減少微觀

干預金融市場。

國際板是指境外企業在中國A股市場上市發行所
屬的板塊。國際板是地位次於主板市場的證券市
場，在中國特指上海國際板。中國準備推進境外企
業在A股市場上市發行，因企業屬於境外企業，為
了更好的區分企業的性質，該類企業在A股市場上
被稱為國際板。 ■資料來源：金融界網站

何謂國際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曉靜 北

京報道）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和國
泰君安發佈《「君弘」證券理財指
數研究報告》日前指出，中高端
理財人士在理財工具選擇上，依
然最偏愛黃金，偏愛度高達78%。
此外，受房地產調控影響，一線
城市地產投資意願不高。
從全國來看，黃金是11種常見

理財工具中最受投資者偏好的工
具，偏愛度由第一期的69.05分升
至77.88分，偏愛度上升12.79%；
股票與基金分別位居第二、第三
位，投資者偏好程度分別為69.34
分和66.28分。
而一向受到投資者們熱捧的房

地產則並未得到更多青睞，尤其
是中高端理財人士對一線城市房
地產市場投資熱情不夠，依然處
於較低水平。對此，業內人士指
出，越來越趨緊的樓市調控是令
投資者們望而卻步的重要原因。
但受政策影響較小、估值相對不
高的二三線城市，房地產投資熱
情有明顯提升，二三線城市房地
產投資偏愛度分別上升了38.28%

和26.56。
除黃金、股票、基金位列前三

位外，其他11種受歡迎理財工具
依次為債券、房地產、保險、海
外證券、外匯、期貨、信託基
金、私募投資。
據悉，是次報告為第二次發

佈，調查採用系統抽樣方式，在
北京、上海、廣州等11個具有代
表性的城市對近千位中高端證券
理財人士進行調查。

16萬炒白銀 半年變284萬
另據《長江日報》報道，近日

內地黃金、白銀市場雙雙創出歷
史新高。其中金價最高突破每克
306元；白銀則首破每公斤8300元
關口。記者日前了解到，由於白
銀波動較大，近四成黃金投資者
轉戰白銀，一位湖北省宜昌的白
銀投資者，半年前以16萬元的本
金開始炒白銀，分批在3,000元、
4,000元、5,000元的價格多次加倉
買入，5日，白銀價格創下歷史新
高時，該客戶的賬戶資金已接近
284萬元。

11市居民熱買黃金 偏愛度超越股票

■央行8日發佈的《2010年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報告》指出，2011年，中國金融市場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股票市場
的國際板將穩步推進。圖為上海證券交易所外貌。

新聞通識

■ 國 人 熱
捧 ， 黃 金
價 格 屢 創
新高。

新華社

■參觀者在內地房交會現場觀看樓盤模型。 新華社

金價創歷史新高 白銀破8500元大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