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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央行释放流动性 资金面平稳“过大年”

证券时报记者 刘禹成

2

月

13

日，央行发布公告称，考虑

到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银行体系流动

性将受到税期、 中期借贷便利（

MLF

）

到期、临时准备金动用（

CRA

）部分到

期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缴存等因素影

响，加强预调微调，于当日开展

1

年期

MLF

操作

3930

亿元， 中标利率

3.25%

，

与此前持平。

Wind

数据显示，本周无逆回购到

期，

2

月

15

日将有

2435

亿元

MLF

回笼，

因正好遇上春节假期， 将顺延至节后

到期。

从市场反应来看， 银存间质押式

回购市场上， 隔夜加权利率下行

0.02

个基点至

2.5709%

；代表性的

7

天加权

利率小幅上行

3.86

个基点至

2.8317%

；

14

天、

21

天加权利率分别上行

24.59

个

和

12.88

个基点。 春节临近，市场中长

期资金价格上行明显， 短期利率则较

为平稳。

多数机构就此表示， 虽然节前有

一定取现压力，但本周无逆回购到期，

并且受益于央行此前的定向降准和临

时准备金动用安排等多套流动性组合

拳，近期流动性整体相对充裕，预计资

金面整体将平稳跨年。

据悉，

1

月中旬以来， 通过临时准

备金动用安排和向普惠金融实行定向

降准，分别向市场释放资金

2

万亿元和

4500

亿元， 虽然央行连续两周暂停逆

回购操作， 但总体流动性保持在合理

水平。

展望节后， 现金回笼与

CRA

到期

可能会增加流动性的不确定性，对此，

央行也将继续灵活搭配工具组合，维

护流动性合理稳定， 流动性整体料继

续保持平衡。

央行

2

月

9

日晚间也发布公告对目

前流动性情况进行说明， 节前节后将

继续灵活搭配工具组合， 维护流动性

合理稳定： 一是继续开展中期借贷便

利操作补充中长期流动性， 适当加大

增量；二是适时开展逆回购操作，合理

搭配期限组合补充流动性， 提高跨季

资金供应的比重。

研究人士称， 这表明了央行维持

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决心， 也表达了

央行强化对于资金面呵护的态度。

中泰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市场对

节后的流动性其实不必过分担忧， 虽然

CRA

释放的资金会回笼， 但也要看到央

行后续可在公开市场灵活运用包括逆回

购在内的各项工具，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

间逆回购的暂停投放使得春节后没有逆

回购到期的压力，为央行的灵活搭配“添

砖加瓦”。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报告认为， 国内

债市走势逻辑并不是简单跟随海外债券

收益率波动，决定因素仍主要在国内，目

前国内债券收益率已经反映了对经济向

好、货币政策收紧、通胀上行以及监管冲

击的担忧。 预计

2018

年资金面将止升企

稳，随着监管政策落地，债市主导因素将

回归基本面。本周将迎来春节，预计节前

资金面压力整体可控、交投较为清淡，债

市走势平稳。

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调整后的补贴政策自2月12日起实施，2月12日至6月

11日为过渡期。 过渡期期间上牌的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车按照此前对应标准的0.7倍补贴，新能源货车和专用车按0.4倍补贴，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标准不变。 从

2018年起，将新能源汽车地方购置补贴资金逐渐转为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新能源汽车使用和运营等环节。 视觉中国/供图

春节彻底放松之后

祝愿大家狗年投资顺遂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考北大清华不在一会儿， 赶上巴

菲特也不在这两天。 不管鸡年业绩如

何，人们都要宽慰自己两句：大年夜就

要来了， 还是准备过一个温暖人心的

春节吧。

虽然还没到法定假期， 但人们早

就开始筹备过年的事儿了： 提前一个

月就抢高铁票，互相送新春礼物，城市

里地铁空了，早餐摊点撤了，交通不堵

了……人心都在想念那个故乡， 那些

亲人。即使还在工作的人，也很难不受

四周氛围的影响。

每个在外的游子，都像候鸟一样，

脑袋里好像装了定时装置， 一到季节

就开启回家模式。 单独过年就像有违

自然规律似的，会有孤立和放逐感，所

以人们愿意舍弃城市里暖气的温暖，

舍弃南国的太阳， 裹上大衣回到各自

的乡村。有统计称，深圳超八成人要回

家过年。看来，多数中国人一只脚还牢

牢地“拴” 在故乡里。

俗言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这

个时间点， 什么也没有亲情、 乡情重

要， 一杯茶就可以把放置了一年的亲

情续起来， 一杯酒就可以把多年前珍

藏的友情唤醒；一阵乡音，一阵开怀大

笑，就能找回多年前的时光。春节是中

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最有利于凝

聚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共识， 震荡出

世代共鸣的传统文化，完成代际传承。

我们过了一个新历年， 热闹了一

番，但只有旧历年过后，人们才觉得，

这个年是真的过去了。在心理上，现在我

们还停留在农历鸡年中。 这一年上市公

司整体业绩向好， 特别是前几年认为是

老大难的产业， 比如钢铁、 煤炭彻底翻

身，上市公司搭起钱墙分年终奖，大秤分

金银。 不过， 虽然多数上市公司业绩向

好，但也有一部分爆了业绩地雷。股市一

点都不平静，指数强而个股弱，有些持有

大盘股的投资者赚了钱， 强者恒强超过

多数人的预期，也让不少投资者踏了空。

上市公司业绩有好有坏， 有时候是

大环境影响，非人力所及，有时候则得益

于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的领导，得益于

员工们踏实肯干； 投资者各领风骚好几

年，有时候是看懂了逻辑，有时候不过是

碰上了运气。不可否认的是，上市公司是

中国企业最为优秀的部分， 是中国经济

的强力推动器， 也正是因为这些公司的

锐意进取，才让我们国家财富连年增长，

私家车充斥城市乡村。 而资本市场的这

些交易者，则为上市公司提供资金“弹

药” ，同时区分优劣，调配资源。

在节日里， 人们客客气气地把自己

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也只愿意看到

别人最美好的一面， 让人心中自然生出

欢愉。作为地球上最勤奋、最希望改善境

况的一个群体， 中国人在经过长时间艰

辛劳动后， 绝对配得起这样一个欢愉时

刻，配得上这样几天彻底放松。

鸡年马上就要飞走了， 狗年跳着欢

快的步子来了， 希望上市公司业绩继续

增长，高管们许下的愿景都实现；希望员

工们健康快乐，多拿年终奖；希望投资者

们赚到钱；希望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人

们安居乐业，殷实富足。

狗年吉祥！

我国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