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行：以人幣「入籃」擴金融開放
IMF宣佈納入SDR生效 有利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人民銀行

昨日發佈消息說，將以人民幣「入籃」為契機，進一步深化

金融改革，擴大金融開放，為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維護全球

金融穩定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作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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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在9月30日（華盛頓時間）宣佈納入人民幣的SDR新貨幣籃子
於10月1日正式生效。
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表示，歡迎人
民幣正式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人民幣
「入籃」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是對
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和金融業改革開放成果
的肯定，有助於增強SDR的代表性、穩定
性和吸引力，也有利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向前推進。

預示中國資本賬進一步開放
外資金融機構專家稱，這標誌着中國在
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性獲得正式認可，而
人民幣入籃也預示着中國資本賬戶的進一
步開放。
據瑞銀經濟學家郭浩莊分析，SDR是各

國央行所持有的一種名義上的儲備貨幣，
從10月1日起，IMF成員國的SDR儲備當
中有一部分將自動用人民幣計價，具體規
模取決於其在 IMF的 SDR分配份額和
IMF在去年11月確定的SDR貨幣籃子構
成比例。
郭浩莊認為，人民幣正式入籃標誌着中
國資本賬戶開放進入下一個階段，但人民
幣要進一步釋放作為儲備貨幣的潛能，中
國各類資產市場需要進一步發展，以滿足
國際投資者的四條黃金準則：資產保值、
流動性、收益率、資產配置的均衡性。

意味金融改革可能繼續提速
「外國央行在何時、以何種速度增加人
民幣資產配置，這將取決於可投資人民幣
資產的可獲得性和流動性、國內金融市場
和對沖工具的發展以及對中國政策、特別
是匯率政策的判斷。」郭浩莊說：「這些
都意味着人民幣正式入籃後，中國的資本
賬戶開放和國內金融改革可能會繼續提
速。隨着更多的國外機構在中國募資和發
行產品，人民幣市場的寬度和深度也會進
一步改善。」
大華銀行高級經濟師全德健指出，加入

SDR貨幣籃子會加快中國的市場改革進
程，隨着時間的推移，應該可以看到中國
資本賬戶的進一步開放。他表示，成為國
際儲備貨幣對人民幣具有長期影響，但鑒
於SDR並非可交易工具，主要用於主權級
別的儲備管理中，所以人民幣加入SDR貨
幣籃子不會造成太大市場影響，人民幣被
納入SDR貨幣籃子將是更廣泛採用和使用
人民幣過程的一個主要催化劑，但這種演
變將需要數年時間才見效。
加入SDR貨幣籃子是否會影響人民幣走

勢？全德健對此的看法是：鑒於人民幣現
在是SDR貨幣籃子的一分子，人民幣如果
出現大幅甚至是持久的貶值，將肯定會削
弱SDR本身的價值，因此，貶值政策將不
利於中國。

料人幣佔比未來將不斷增加
FXTM富拓的市場分析師鍾越則稱，人
民幣走勢因為經濟的放緩出現回落，這在過
去一年多的時間裡在市場上已經得到了證
實，而現在雖然加入SDR對人民幣長期走
勢是一個利好，但是因為經濟回落的影響人
民幣短期或還將偏弱，不過其大幅走弱的可
能性很小。他說，人民幣正式加入SDR是
人民幣推向國際化的一個里程碑，目前人民
幣佔SDR的比重為一成左右，在可預見的
未來人民幣的比重將可能不斷增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前
日在華盛頓宣佈，IMF將從今年10月1日起
正式啟用包括人民幣在內的新的特別提款權
（SDR）貨幣籃子。她說，這是一個重要的

歷史性里程碑。
當地時間前日下午，身着中式服裝的拉加德

面帶微笑走入位於IMF總部的發佈會現場。她
一開場便感謝IMF工作人員，特別是中國團隊
在過去數月中為人民幣「入籃」所做的工作。
她說，SDR 貨幣籃子的擴大對於 SDR、
IMF、中國以及國際貨幣體系而言都是一個重
要的歷史性里程碑。這是IMF自歐元「入籃」
以來第一次將另一種貨幣增添到籃子中。

反映中國金融改革取得進展
她表示，人民幣的加入反映了中國貨幣、外

匯和金融體系改革取得的進展，也表明中國在
放開和改善其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方面取得的成
就得到了認可。延續和深化這些舉措將使國際
貨幣和金融體系更加強健，進而將對中國的增
長和穩定以及全球經濟提供支持。

拉加德還表示，這一里程碑反映了全球經
濟當前的發展變化。IMF在這一過程中發揮
着重要作用，人民幣「入籃」再次顯示了
IMF隨時準備應對變化。

在簡短的致辭後，拉加德走下發佈台與
IMF副總裁張濤、中國駐IMF執行董事金中
夏以及IMF亞太部門主任李昌鏞等人握手並
合照。合照中，拉加德還提議大家一同伸出
拇指合照一張。

IMF在前日發佈的新聞稿中表示，從2016
年10月1日起，人民幣將被認定為可自由使用
的貨幣，並作為除美元、歐元、日圓和英鎊之
外的第五種貨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每種貨
幣的權重為，美元41.73%，
歐 元 30.93% ， 人 民 幣
10.92%，日圓8.33%，英鎊
8.09%。 ■中新社

拉加德着中裝 點讚人幣「入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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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
昨日發佈的 9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為50.4%，同上月持平，主要分項指數有
升有降、波動不大。業內人士分析，9月PMI穩健
運行，表明當前生產活動加快，需求保持增長，
顯現出階段性趨穩跡象。

進出口回升至榮枯線上
9月份，製造業PMI項下生產指數為52.8%，比

上月上升 0.2 個百分
點，連續兩個月上
升，創下了今年以來
的最高值，也高於去
年同期水平。
「這顯示生產活動

有所加快。」中國物
流信息中心分析師陳
中濤說，生產活躍的
同時庫存並沒有上
升。當月產成品庫存
指數在上月下降的基
礎上繼續回落，為
46.4%，低於去年同
期。
從最新數據看，供給

品質提升的態勢得以延續。
一方面，產能過剩行業、高耗能行業PMI指數
水平在50%以下的收縮區間內回落。另一方面，
高技術製造業、裝備製造業PMI分別為52.4%和
51.9%，高於製造業總體水平，顯示經濟結構調整
成效顯現。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

認為，9月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新訂單指數
均在53%以上，未來有望繼續保持穩步增長。

業內分析說，三季度製造業PMI平均水平保持
在50%以上，同二季度相比穩中略升，表明經濟
運行企穩態勢在繼續發展。
從需求端觀察，儘管新訂單指數略有波動，但

仍延續了今年二季度以來的擴張態勢，為近5個月
來的次高點。
外部需求有所改善。9月份進、出口雙雙回升至
榮枯線上。其中，新出口訂單指數為50.1%，比
上月上升0.4個百分點；進口指數為50.4%，比上
月提高近1個百分點，為最近一年以來的高點。

警惕價格上漲加大成本
趙慶河表示，製造業仍處於結構調整階段，當前

企業生產經營中的困難較多，去產能任務較重，製
造業穩定增長的基礎尚不牢固。比如，反映原材料
價格和運輸成本上漲的企業比重連續兩個月增加。
統計顯示，在生產回暖帶動下，PMI項下原材料購

進價格指數已經連續3個月上升，9月份升至近5個月
來的高點，為57.5%。市場價格上漲反映出供需關係
改善，有利於活躍市場，但要警惕部分產品、部分地
區價格上漲過快，使企業成本壓力加大。
陳中濤表示，穩定當前經濟形勢，宏觀調控仍

需注重於強動力、增活力。要加快推進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改善經營環境，激發市場活力，促進
新舊經濟增長動能轉換，培育經濟增長點。

上月PMI穩健 結構調整成效顯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中國等發展
中經濟體經貿增長放緩影響全球的觀點，中國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昨日回應稱，中國是帶動全球經
濟增長和推動國際貿易復甦的貢獻者。
世界貿易組織（WTO）最新發佈的報告將2016
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速預期從4月的2.8%下調至
1.7%，原因是中國、巴西等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和
貿易增長放緩和北美進口下降。
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指出，WTO認為全球

貨物貿易增速放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世
界經濟不振是全球貿易放緩的根本原因。

該發言人表示，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無論是在
帶動全球經濟增長還是在推動國際貿易復甦方面
一直是積極的「貢獻者」。

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從貿易量看，WTO統計2016年上半年全球出

口、進口貿易量分別增長0.7%和0.2%。同期中國
出口、進口貿易量分別增長0.6%和3%，總體好
於全球平均水平。
他強調，中國近年來實行積極進口政策，為穩

定全球貿易作出重要貢獻。由於國際市場需求長

期疲弱，中國加工貿易進口已連續19個月下降，
平均降幅超過10%，是拉低中國整體進口增長的
重要因素。同時，中國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受害
者。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首8個月中國共遭受
20個國家（地區）發起的85宗貿易救濟調查案
件，涉案金額103億美元，案件數量上升49%，
涉案金額上升94%。
該發言人表示，中國願與世界各國一道，進一

步擴大對外開放，不斷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堅
決反對一切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共同推動世界
貿易盡快走出低谷。

商務部否認中國拖累全球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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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份月份，，中國中國PMIPMI為為5050..44%%，，與上月持平與上月持平，，
繼續高於臨界點繼續高於臨界點。。圖為工人在北京現代滄州圖為工人在北京現代滄州
工廠焊接車間內進行設備調試工廠焊接車間內進行設備調試。。 新華社新華社

■■拉加德拉加德 99 月月
3030 日就人民幣日就人民幣
納入納入 SDRSDR 發表發表
講話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人民幣人民幣1010月月11日作日作
為第五種貨幣加入國為第五種貨幣加入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際貨幣基金組織的
SDRSDR（（特別提款權特別提款權））
貨幣籃子貨幣籃子。。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海軍第二十三批護航編隊
湘潭艦、舟山艦前日抵達緬甸仰光迪拉瓦港，對緬甸開始為期5
天的訪問。
前日下午，湘潭艦、舟山艦先後抵達迪拉瓦港。中國駐緬甸大

使洪亮、公參陳辰、武官王勁波大校、緬甸海軍船塢基地司令敏
烏少將、緬甸海軍訓練基地司令昂佐萊以及中國駐緬大使館官
員、緬甸海軍官兵、中資企業代表等到港口迎接。
這次中國海軍湘潭艦、舟山艦在順利完成第二十三批亞丁灣索

馬里護航任務後訪問緬甸，也是2014年中國訓練艦編隊訪問緬甸
後中國海軍艦艇編隊再次訪緬。
據悉，中國海軍編隊訪緬期間，兩軍官兵將舉行互相參觀交
流、足球友誼比賽等活動，艦隊官兵還將慰問緬甸丁茵孤兒院。

中國海軍護航編隊訪緬甸

香港文匯報訊 據CNN報道，CNN引述金融市場專家的言論
表示，近年來一直向委內瑞拉政府提供貸款的中國，不再向該國
提供貸款。美洲對話組織中國與拉美項目部負責人瑪格麗特．梅
耶斯說，「中國不希望現在以特殊方式進一步向委內瑞拉方面提
供貸款」。
近年來，中國向委內瑞拉提供了總額為600億美元的國家貸

款。委內瑞拉則向中國出口石油以償還貸款。2015年每天向中
國供應近57.9萬桶石油。但由於經濟危機，委內瑞拉產油量跌
到13年來最低點。專家評估，委內瑞拉目前拖欠中國貸款金額
達200億美元。而且，沒有跡象顯示委內瑞拉將在危機期間償清
這些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國務卿克里前日就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發表賀詞說，美中兩國合作惠及兩國人民與
全世界，美仍然致力於加強與中國的關係。
克里說，藉此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周年之際，他代表總
統奧巴馬和美國人民，向中國人民致以衷心的祝賀。美國人民祝
願中國人民過一個平安快樂的節日。
克里說，通過合作，美中兩國引領世界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全球衛生

領域的威脅。「兩國合作不僅惠及兩國人民，也使全世界受益。」
克里說，目前美中關係已延伸到所有合作領域，兩國政府採取

了充滿遠見而務實的政策以促進雙方互動。他表示，美國仍然致
力於加強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這種關係。

外電：中國停向委內瑞拉貸款

美卿：仍致力加強美中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