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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央行昨天最新公布的數據顯
示，5月末廣義貨幣(M2)供應同比增長10.8%，增速比上月末高0.7個百分
點。雖然M2增速較上月上升，但是10.8%的水平仍處歷史低位，也低於
年初制定的目標。當月人民幣貸款增加9,008億元，但企業無論是短期還
是中長期貸款新增規模均出現回落。專家分析，貨幣政策仍然存在較大的
放鬆空間，央行仍會繼續加大定向寬鬆的力度。
央行發布數據顯示，5月末M2餘額130.7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增長10.8%，增速比4月末高0.7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低2.6個百分點，
略超市場預期。狹義貨幣(M1)餘額34.31萬億元，同比增長4.7%，增速比
上月末高1.0個百分點。5月新增人民幣貸款9,008億元，比4月多增1,929
億元，比去年同期少增43億元，基本符合預期。不過，企業無論是短期還
是中長期貸款新增規模均出現回落，住戶短期新增貸款下降，中長期貸款
則出現回升。

實體經濟融資需求仍弱
此外，今年5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22萬億元，比4月多1,639億元。

其中，當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8,510億元，同比少增281億
元；對實體經濟發放的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增加81億元，同比多增423億

元。
在存款方面，5月末人民幣存款增加3.23萬億元，同比多增1.50萬億
元。但住戶存款減少4,413億元，繼4月之後繼續大幅下降，表明股市分流
存款效應仍在持續。
充裕的流動性進一步壓低了銀行間市場利率。5月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

率為1.42%，比上月和去年同期低1.07個和1.14個百分點；質押式回購加
權平均利率為1.30%，比上月和去年同期低1.07個和1.26個百分點。
分析人士指出，M2增速從上月的紀錄低位回升，可能與央行再度進行
PSL(抵押補充貸款)操作等有關，但仍處低位區間。而從新增貸款結構看，
企業中長期貸款不振，顯示實體經濟融資需求仍弱，還需進一步寬鬆政策
支持。

6月或再次降息或降準
海通證券宏觀分析師姜超稱，當前工業投資低位，通脹未起，預示後續
經濟下行壓力仍未消除，而低利率是去槓桿的必要條件，央行寬鬆態度從
未改變，6月可能再次降息或降準。
民生銀行金融市場部首席分析師李志強則認為，從目前經濟形勢來看，

未來降息、降準肯定還是要有的，從已經公佈的5月數據來看，沒有超預

期的差，不排除6月會出現一個政策真空期，最早的時間點可能在7月
份。
澳新銀行中國經濟師周浩表示，信貸增長貢獻最多的部分來自房貸，住

戶貸款增量2,063億元，比上月多500億；但企業的中長期貸款是下滑的，
整體數據表現一般。料寬鬆政策還會持續，接下來可能先降息，進一步或
需要降準。

M2增速回升 寬鬆料持續

央行將試推QDII2境外投資
傳滬自貿區商業銀行正作測試

股價三連跌 中車：「願作出氣筒」

交行：未入MSCI無礙人幣國際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對於MSCI新興市場
指數未有納入A股，交通銀行(3328)首席經濟學家連平
昨出席活動後認為，此舉不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及
資本賬開放，相信內地會繼續開放股市及債市，放寬
大額資金流動及貨幣兌換，繼續擴大QFII及RQFII額
度，最終或取消所有審批及額度。

年內減息空間不大
連平認為，內地自去年第四季已開始推行貨幣寬鬆

政策，故年內減息空間不大，因股市熾熱及流動性已
很寬鬆，內房表現已見改善，若資本市場價格上升過
快，會出現過熱的情況。加上若美國一旦加息，兩地
息差拉闊會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及資金流走。至於存
款準備金率方面，由於外匯佔款明顯減少，加上存款
訂價有上升壓力，他認為人行仍有可能減銀行的存款
準備金率一至兩次，每次0.5個百分點，以紓緩存款成
本上升壓力。
內地銀行業將加快改革，包括薪酬及招聘方面更市

場化，至於以試點形式進行銀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他
就相信，國有銀行雖然可嘗試吸納更多民型資本，但
國有持股方面沽出未必容易。
內地5月CPI按年增幅放緩至1.2%，他認為主要是

受季節性因素影響，而豬肉價格已進入上升的軌道，
雖對CPI未必有明顯的拉動作用，但預計未來數月會
有小幅回升，料全年CPI增長約為1.5%至2%，惟不
會出現大幅反彈。而PPI方面，大宗商品價格及內地
需求有回升，相信下跌幅度會收窄。

香港文匯報訊 統計數據顯示，內地5月份
工業增加值上漲勢頭增強，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增幅與上月持平，呈現出企穩跡象。不
過，1-5月投資增速則進一步下降，意味着經
濟下行壓力仍大，後續政策寬鬆趨勢不改。
國家統計局昨天發布，5月份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6.1%，高於 4 月份的
5.9%，也高於市場6.0%的預估中值；當月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0.1%；1-5月不含農
戶的固定資產投資成長11.4%；1-5月固定資
產投資同比增長11.4%。
國家統計局在新聞稿中稱，工業生產回升

的基礎仍不牢固，下行壓力依然較大；而資
金和新開工項目不足仍是制約投資增長的主
要因素。不過，房地產調控政策效果開始顯
現，房價基本穩定亦有利於購房需求平穩釋
放，帶動1-5月商品房銷售有所回暖，對經
濟構成一定支撐。
渣打駐香港首席中國經濟學家丁爽在數據

發布前表示，隨着中103國逐漸推出促成長政
策，第三季度經濟形勢有望改善，一些領先
指標已經顯示出企穩跡象。

華商成法酒莊第二大買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法國最大

的葡萄酒莊地產商vt公司發布的法國酒莊現狀調查報
告顯示，按購買面積計算，中國投資者已成為法國酒
莊的第二大買家，僅略次於英國。而根據此前國際葡
萄與葡萄酒組織公布數據顯示，中國2014年葡萄種植
面積約為80萬公頃，已超過法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產
區。
vt公司發布的首個關於外國投資法國酒莊現狀的調

查報告顯示，外國投資者在法國購買的葡萄酒莊面積
已達1.2萬公頃，其中21%由中國投資者購買，英國投
資者購買的比例則為22%。其中，中國投資者購買的
酒莊幾乎全部集中於法國波爾多地區，該地區已被外
國投資者購買的193個酒莊中，47%由中國投資者收
購。相比之下，英國投資者更為偏好朗多克地區，而
且投資範圍也較分散。
同時，調查還表明，法國的波爾多和地中海地區吸

引了高達90%的外來酒莊投資，而外來投資者購買的
法國酒莊面積尚不到法國酒莊總面積的2％。不過，此
次調查僅覆蓋紅酒產地的酒莊，白蘭地、香檳等產地
不在調查範圍內。

■交通銀行
(3328)首席
經濟學家連
平。
張偉民 攝

或於陸家嘴論壇宣布開放舉措
據《中國證券報》引述消息人士稱，上海自貿區除
商業銀行考慮測試QDII2外，在股權投資領域也會有
重大突破。今年6月26日陸家嘴論壇將如期召開，這
可能是宣布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舉措的重要時間窗
口。
今年2月，央行上海總部發文提出，自貿區企業和

各類金融機構都可自主從境外融資，取消境外融資的
前置審批；明確資本賬戶可兌換路徑和風險管理方
式，即全面放開本、外幣境外融資，用風險轉換因子
等新的管理方式確保金融安全。
央行上海總部副主任、上海分行行長兼國家外匯管
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長張新上周四曾表示，上海自貿區
已經做好了率先全面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技
術準備。而本周二，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屠光
紹也表示，在「一行三會」的支持下，上海市政府已
形成新一輪的金融改革初步方案，重點要在資本項目
可兌換和資本市場建設方面有更大的作為。下一步，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與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實現更好
的聯動，以支撐企業利用「一帶一路」戰略走出去。

而央行昨日發布《2015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稱，
中國距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目標並不遙遠。
報告並提出從六個方面進一步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
兌換改革，當中包括：
一是打通個人跨境投資的渠道，考慮推出合格境內

個人投資者（QDII2）境外投資試點；二是完善「滬
港通」和推出「深港通」，允許非居民在境內發行除
衍生品外的金融產品；三是修訂外匯管理條例，取消
大部分事前審批，建立有效的事後監測和宏觀審慎管
理制度；四是提高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我國資本市場
便利性；五是繼續便利人民幣國際化，消除不必要的
政策壁壘和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六是做好風險防
範。

支持人幣納境外機構外匯儲備
此外，中國將積極支持境外央行類機構將人民幣資

產納入其外匯儲備。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4月
末，境外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在境內外持有債券、股
票和存款等人民幣資產餘額約6,667億元。央行表
示，將推動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
子；積極支持境外央行類機構將人民幣資產納入其外
匯儲備；研究取消境外央行類機構投資境內銀行間債
券市場的額度限制，允許境外央行類機構自主選擇人
民銀行或銀行間市場結算代理人代理其投資銀行間債
券市場。
央行報告稱，到2014年12月，人民幣成為全球第2
大貿易融資貨幣、第5大支付貨幣、第6大外匯交易貨
幣。截至2014年末，港澳台地區和新加坡、盧森堡等
主要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餘額約19,867億元（不含存
款證）。截至2015年5月末，人民銀行與32個國家和
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
議，協議總規模約3.1萬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燦、海巖 ）上

海自貿區近期在資本項目開放上可能有大動

作。消息指，目前商業銀行正進行在自貿區

開立跨境貿易賬戶境外直接投資業務的測

試。以往個人購匯的上限是5萬美元，但該

業務開啟後，跨境貿易結算賬戶可以直接進

行海外投資，不受此限制。而中國人民銀行

昨天發布的《2015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也

提到：打通個人跨境投資的渠道，考慮推出

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QDII2）境外投資試

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裘毅 上海報道）合併
後上市的中國中車近期話題不斷，自首秀的漲停後便持
續了兩天蹦極式的跌停。在投資者一片抱怨聲中，中車
罕見地在官方微博表示「被罵慘也理解大家心情，願作
大家出氣筒」。為重振投資者的信心，公司昨日凌晨還
首度以中車名義發布公告，表示近期簽下159億元（人
民幣，下同）重大合同，意在釋放利好力挽狂瀾。
截至昨日收盤，中車雖然沒能止住下跌趨勢，但跌
幅減小，跌2.19%，股價報收25.94元。主力資金仍然
顯示淨流出，早盤時期大單資金淨流出額達23.73億
元，居個股大單資金淨流出之首，截至收盤大單資金
淨流出達到25.21億元。

縮量整固滬指站穩5100
至於滬深兩市，昨震盪整固，成交繼續縮量。上證
綜指連續第四天站穩5,100點，收盤報5,121點，漲幅
0.30%，成交9,746億元(人民幣，下同)，深證成指收
報17,889點，漲幅1.20%，成交8,214億元；創業板指
報3,862點，漲幅0.72%。
昨上證綜指全天圍繞5,100點展開爭奪，最低探

5,050點，高探5,122點，收盤以全天次高點報收，連
續第四天位於5日線和5,100點上方。深成指全天基本
在5日線上方窄幅震盪，收盤漲超1%，創業板5日線
上方強勢震盪，漲近0.8%。兩市成交17,960.81億

元，連續四天萎縮。
從盤面看，券商、銀行、煤炭石油、電力、運輸物
流等少數藍籌板塊表現低迷，拖累股指；商業連鎖、
外貿、造紙印刷、建材等多數行業板塊上漲。西藏、
土地流轉、污水處理、石墨烯等概念股幅居前。兩市
218股漲停無跌停。
商業連鎖板塊漲超3%，徐家匯、重慶百貨、深圳華
強等8股漲停。長城證券分析師向正富認為，國務院常
務會議決定將消費金融公司試點擴至全國，加大消費推
動經濟增長的力度，是板塊走強的引爆點。其次，目前
不少零售商都在開展OTO業務，該板塊後期應該還會
有表現。西藏概念股集體大漲，板塊漲近9%。

工行或首推1.4倍利率大額存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面向個人
投資的銀行大額存單將自下周一起開售，各家銀行都
在摩拳擦掌的準備中。據了解，四大行中的工商銀行
(1398)或將率先推出兩款利率為基準利率1.4倍和1.36
倍的大額存單產品。
據透露，工行將在6月15日發售兩款個人可轉讓大

額存單產品，其中6個月期利率2.87%，1年期利率
3.15%，均較基準利率上浮40%，分別為基準利率的
1.36倍和1.4倍，購買儲戶須提前預約，也是市面上
最快推出的大額存單產品。目前工行各分支行已經在
本周內上報了大額存單的額度需求，將來總行據此進
行額度分配。
雖然工行總行尚未就此產品做出確切時間回應，但
據該行內部人士透露，目前總行多個部門以及分支行
已經接到相關通知，推廣海報也已張貼在外，下周一
正式啟動的可能性極高。
此前曾有分析師預測，一年期大額存單的利率約為
4.1%至4.2%，因此作為首款面世的個人大額存單產
品在利率上看並未什麼吸引力。另據普益財富的統

計，5月共有133家銀行發行了5,639款個人理財產
品，平均收益率為5.08%。

投資者認為起步門檻略高
此外，投資者還普遍認為大額存單起步門檻略高，

需要個人投資人認購金額不低於30萬元（人民幣，下
同），機構投資人則不低於1,000萬元。
另訊，中信銀行(0998)宣布將於6月15日起推出首

期單位大額存單和個人大額存單產品，利率較基準利
率上浮40%。中信銀行此次推出的單位大額存單產品起
點金額1,000萬元，以100萬元遞增；個人大額存單產
品起點金額30萬元，以1萬元遞增。產品期限分為3個
月、6個月和12個月，採取固定利率模式可有效抵抗降
息風險，利率較基準利率上浮40%。大額存單為電子化
方式發行，非紙質存單，該行更明確大額存單將「保本
保息」。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昨日公告稱，工商銀行和農業銀

行(1288)等九家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核心成員，將於
下周一起發行首批大額存單，期限以一年以內為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中國證券
投資者保護基金公司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上周A股
證券保證金淨流入近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創歷
史新高。有市場分析人士表示，投資者對A股熱情有
增無減，多頭力量不斷補充，料後市仍有大漲空間。
據投保基金最新數據顯示，6月1日至5日，A股證券
保證金淨流入9,078億元，資金日均餘額達29,449億
元，創下數據有記錄以來新高。而具體來看，上周證
券市場交易結算資金銀證轉賬增加額為22,699億元，
減少額為13,621億元，期末數為38,531億元。另外，
股票期權保證金淨流入0.84億元，期末數為6.72億
元。
市場分析人士表示，因上周多新股發行，打新資金

大幅流入二級市場，導致保證金大幅流入。不過，自5
月開始，保證金流入不斷刷新階段新高，此次更是創
下歷史新高。雖A股暫未能加入MSCI新興市場指
數，但從保證金流入數據可顯示，投資者對A股熱情
有增無減，入市步伐繼續加快，同時，料後市亦有大
漲空間，市場情緒亦仍亢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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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貿區近期在上海自貿區近期在
資本項目開放上可能資本項目開放上可能
有大動作有大動作。。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央行昨天最新公布的數央行昨天最新公布的數
據顯示據顯示，，55月末廣義貨幣供月末廣義貨幣供
應 同 比 增 長應 同 比 增 長 1010..88%% 。。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A股保證金淨流入再創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