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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综合

货币政策延续稳健中性 价格型调控或再现

证券时报记者 刘禹成

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 央行公

告称，为对冲税期、金融机构缴存法

定存款准备金等因素的影响， 维护

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 以利率

招标方式开展了

3500

亿元逆回购

操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央行时隔

16

个交易日后重启逆回购操作。

具体情况为，

1600

亿元

7

天、

1300

亿元

28

天和

600

亿元

63

天

逆回购操作， 中标利率分别为

2.50%

、

2.80%

、

2.95%

， 均与上次持

平。当日，有

2

月

15

日顺延的

2435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回笼，实

现资金净投放

1065

亿元。

从市场反应来看， 资金面稳中

略松，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多数

上涨，隔夜品种资金价格下行明显。

交易所资金价格则全线上涨， 并且

涨幅多在

50

个基点以上，可见目前

非银机构仍面临不小压力。

节后流动性或维持平稳

今年， 市场明显感受到资金面

的适度宽松。

1

月份中旬以来，央行

通过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和普惠金

融定向降准，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

性，使得今年春节资金面成为近几

年最宽松的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

节前流动性宽松并不代表货币政

策转向。

业内人士表示， 跨年及春节期

间，央行提升政策操作灵活性，是为

了防范金融风险， 并不存在货币政

策额外宽松的意图。 中金公司研究

报告称， 去杠杆与金融防风险依然

是主基调， 流动性不可能无限制放

松。 不过，今年可能在“缓冲”机制

下，短端利率再创新高的概率不大，

而长端利率在债券供需关系矛盾的

情况下则依然有可能小幅走高，后

续货币政策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

适度灵活调整。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 此前的现

金投放工具将逐步退出， 市场重现

对流动性收紧的担忧。交易员表示，

除了现金回笼与临时准备金动用安

排（

CRA

）到期外，税期与财政存款

支出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也会增

加资金面的不确定性。

回顾历年春节前后的流动性情

况，多数机构表示，今年春节后流动

性大概率仍将平稳过渡。 中信证券

研究报告称， 春节后流动性扰动因

素较为复杂多元， 其中商业银行临

时准备金动用安排陆续到期、 大额

MLF

到期、税期顺延、外汇占款增

加额大概率转负都将对银行体系流

动性造成负面影响； 春节后公众现

金需求逐步减弱、 财政存款支出料

将对银行体系流动性造成正面影

响；总的来看，春节后短期内，央行

料将进行流动性投放以维持货币市

场利率的平稳。

稳健中性仍为主旋律

春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 央行

发布《

2017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 市场聚焦于此寻找

2018

年货币政策的风向标。报告明

确指出， 下一阶段将保持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 实施好稳健中性的

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管

住货币供给总闸门， 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

的货币金融环境。

研究人士称，央行继续强调“管

住货币供给总闸门”， 基本延续了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

传达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为

去杠杆防风险营造适宜的环境，

2018

年难有显著的宽松空间。

除此之外，报告中新增了“流动

性尺度”这一表述。报告指出：“保持

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

长，把握好稳增长、去杠杆、防风险

之间的平衡。 一方面要掌控好流动

性尺度，助力去杠杆和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另一方面，综合考虑金融

监管政策的宏观效应及对金融业

态和市场运行格局的影响，加强监

管协调。 ”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分析师

鄂永健点评称， 预计今年流动性调

控的主要目标仍是中性适度， 既不

会过于宽松而导致高杠杆和同业、

委外等死灰复燃，也不会进一步收

紧流动性，避免影响实体经济。 未

来货币政策更加注重价格型调控，

市场也应更为关注价格型工具的

变化。

随行就市上调或再现

美联储昨日公布了

1

月份议息

会议纪要， 多数与会者暗示上调了

去年会议上做出的经济增长预期，

并且预计通胀将升至

2%

的目标水

平，同时，委员会称未来进一步循序

渐进升息的可能性在增强。

“此次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出

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和通胀目标

实现皆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 论调

较

1

月份更为鹰派。”东北证券首席

债券分析师李勇认为， 由于通胀中

枢的抬升， 美联储全年加息的频次

或为

3

次看升， 市场也进一步加强

了对全年加息

4

次的预期。

全球流动性正在逐步收紧， 在国

内经济总体平稳运行的背景下， 未来

需要密切关注国外环境对国内货币政

策的影响。 回顾去年

12

月份，央行在

美联储加息后也紧随脚步， 调升了公

开市场操作利率， 当时引导利率上行

的信号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

谈及公开市场加息， 央行在本次

报告中指出，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小幅

上行可适度收窄其与货币市场利率的

利差，有助于修复市场扭曲，理顺货币

政策传导机制， 客观上也有利于市场

主体形成合理的利率预期， 避免金融

机构过度加杠杆和扩张广义信贷。

鄂永健认为， 去年

12

月公开市

场操作利率小幅上调主要为修复市

场扭曲，考虑到目前公开市场操作利

率仍明显低于货币市场利率，未来公

开市场操作利率“随行就市”上调仍

将会出现。

未来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 央行

公开市场利率大概率仍将跟随上调。

中信证券研究报告称，目前国内

10

年

期国债收益率在

3.8%~4.0%

的区间仍

能经受住考验， 但如果美债利率突破

3%

、 美联储维持鹰派在

3

月份加息，

并且坚持今年

4

次加息的预期， 那么

很可能央行将在

3

月份跟随加息，并

且存在调整基准利率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乌兹别克斯坦

证券时报记者 孙晓辉

在春节前最后一趟由北京飞往

塔什干的航班上， 约有一半的乘客

都是中国人， 这些人大都因着一个

共同的缘由前往乌兹别克斯坦———

“一带一路”。 他们或是春节期间前

来值班的中国企业员工，或是特来

慰问留守员工的企业管理层，亦或

专程前来陪同亲人过年的父母、

妻儿……

作为探亲家属， 记者也乘坐这

趟航班来到了这里。

时差3小时

落后二三十年

乌兹别克斯坦是丝绸之路古国，

地处中亚交通要冲的十字路口，是

“一带一路”向西延伸的必经之路。

不过， 虽然乌兹别克斯坦与北

京时间只有

3

个小时的时差， 但在

不少人眼里， 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水平可能有着近二三十年的差距。

以最直观的基础设施为例，首

都塔什干虽然号称中亚地区第一大

城市和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但就

其繁华程度而言， 可能仅相当于中

国普通三线城市水平； 铁路运输作

为乌兹别克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

式， 现有铁路机车大部分依然为前

苏联时期的内燃机车， 据说目前该

国仅有一条高铁线； 干线公路虽然

连通各州，并与邻国公路网相连，但

路况欠佳，高速公路很少；此外，因

为乌兹别克属于双内陆国家， 且严

重干旱，无海港，也无水运。

不过，据了解，该国工业占比在

逐年提升， 乌兹别克是中亚国家中

最早生产汽车的国家， 从路面交通

也可以看出， 虽然私家车辆普遍档

次不高，但普及程度较高；同时，乌

兹别克也是中亚地区唯一能生产飞

机的国家；此外，该国石油和天然气

的储量和产量均居中亚第二位。

在去往塔什干的航班上， 一位

留学中国的塔什干男孩向记者表达

了对这个国家的信心。 他觉得虽然

乌兹别克没有淘宝、微信，也没有中

国的城市繁华， 但当前国家政策得

力，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该留学生说， 之所以选择到中

国留学，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中

国的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大， 尤其

近几年， 中乌两国之间的合作越来

越多，中文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语种。

“一带一路” 火爆

俄语人才紧俏

实际上， 自

2013

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乌兹

别克已相继在一系列重大项目上达

成共识，内容涵盖能源、交通、化工

等领域， 比如中国

－

中亚天然气管

道、 中国工业园等一大批合作项目

已进入实操阶段。

借探亲之际， 记者也顺便实地

探访了部分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的

“一带一路”项目。

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轮

胎厂是记者实地探访的第一个项

目。 这是一个由中国保利科技作

为总承包，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

计院作为技术总包方的 “一带一

路”项目。

项目位于距离首都塔什干

70

多公里的安格连市，于

2015

年

8

月

开工，去年

9

月

1

日，这里迎来了该

国生产的第一条轮胎。据了解，这个

年产

300

万条半钢子午胎的项目涉

资两亿多美元， 交付后将填补整个

中亚地区轮胎产业的空白。

这里面有个插曲， 据知情人士

透露， 为纪念乌兹别克老总统逝世

一周年， 项目工期曾一再压缩，从

2018

年

10

月竣工提前到

2017

年

9

月

1

日第一条轮胎出胎， 整个工期

提前了一年。

随后，在前往费尔干纳的途中，

记者见到了由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

有着“中亚第一长隧道”之称的卡姆

奇克隧道。 据称这是一个建在中亚

最大岩爆区的复杂工程， 是中国企

业在乌兹别克承建的最大工程，也

是“一带一路”的示范性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中国企业

在乌兹别克 “一带一路” 项目的增

多，俄语人才变得颇为紧俏，特招、

挖角等现象时有发生。

一位俄语翻译告诉记者， 由于

历史原因， 俄语曾是乌兹别克等国

很重要的交际语言，即便是在“去俄

罗斯化”的当下，能自如地使用俄语

交谈的人依然占据很大比例。

借着 “一带一路” 的东风，不

少俄语人才成功实现职业逆袭。

这位普通本科毕业的翻译告诉记

者， 虽然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并

不理想，但就在不久前，他被挖角

到平时连名校学生都很难进的中

国央企。

此外，目前不仅俄语翻译抢手，

会俄语的普通人员也颇受欢迎。 据

上述翻译了解， 周围就有几位工程

人员因懂俄语变身为中国大型央企

在乌兹别克的项目经理。

中国企业走出去

当地媳妇娶进来

2016

年

6

月，随着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的国事访问， 中乌关系提

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一带

一路”成为中乌合作的亮点和主线。

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 倡议确实也给该国带来了新

的机遇。

“虽然没有完整的数据统计，

但据我们粗略估计， 最近几年，中

国企业在乌兹别克的 ‘一带一路’

项目平均每年都有

100

亿元人民

币以上规模。 ”据一位项目在纳沃

伊州的工程管理人员透露，目前中

国在乌兹别克从事投资和经济技

术合作的企业有几十家，大家耳熟

能详的大企业就有十几家，比如中

石油及其所属企业、 中信建设公

司、中煤科工、中元国际、中国铁

道、中工国际等等。

“央企多数是作为总承包方来

承揽项目，一般情况下，一个总承包

项目下会有一级、 二级乃至三级分包

方，从设计、技术到各个系统的施工调

试，往往会涉及到多家企业。 ”上述工

程管理人员称， 对于中国不少企业而

言，“一带一路” 倡议也为它们打开了

一扇大门。“随着化工等传统行业在国

内利润空间日渐收窄， 越来越多的公

司尝试通过 ‘一带一路’ 项目出走海

外，寻找新的出路”。

不过，在该工程管理人员看来，并

非所有的“一带一路”项目都能盈利。

随着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 竞争会

越来越激烈， 项目的风险也会越来越

大，一旦控制不到位，很可能就是赔本

赚吆喝。 因此，未来在参与竞标时，可

能会更加谨慎。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号称购物

需要扛着大量钞票的国家 （目前人民

币对乌兹别克斯坦苏姆汇率约为

1

：

1287

），中国人颇受当地人的青睐。“一

带一路”在加强两国互联互通的同时，

也成就了不少姻缘，仅记者了解，在安

格连轮胎厂和纳沃伊

PVC

两个“一带

一路”项目中，就至少有

5

位中国人与

当地姑娘联姻。

美联储会议纪要：

“鹰派”姿态越发明显

在前美联储主席耶伦的“告别”会议上，美

联储选择了按兵不动， 但最新发布的会议纪要

却惊动了市场：美联储“鹰派”姿态越发明显。

当地时间

21

日，美联储发布了

1

月货币政

策例会的完整纪要， 除了作为对耶伦时代的最

后一份怀念， 市场还想借此揣摩美联储官员更

详尽的通胀与加息思路。 在这份耶伦的“告别”

纪要中， 美联储官员对经济增长和实现通胀目

标持更乐观态度

,

大多数官员对经济增长前景

更为坚定，进一步渐进加息的政策是恰当的。

同时， 绝大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国经济

稳步增长在今年将推动通胀率回升， 并在中期

内达到美联储

２％

的目标。 在

１

月底的货币政

策例会上，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但表示通胀率在

２０１８

年有望回升，暗示仍将继

续保持渐进的加息节奏。

纪要公布后，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提供的美

联储加息预期工具显示， 市场预计今年

3

月美

联储再度加息

25

个基点的可能性，从一个月前

的

70%

升至

80%

。 美联储理事夸尔斯表示，美

国的通胀率稍微低于目标水平， 但这不应该妨

碍美联储未来加息。 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则

表示，今年美国整体通胀可能走强，并且重申了

今年渐进、耐心地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有海外

媒体认为， 美联储会议纪要的一切迹象都指向

未来更多次加息。

美联储公布会议纪要之后，美股市场在

21

日交易时段上演“过山车”行情，道指自日内高

点回落近

500

点，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创近

4

年

来新高。

美联储的鹰派立场， 与

1

月货币政策例会

之后市场普遍的“鸽派”解读大相径庭，纪要公

布之后机构分析师纷纷在“

3

次或

4

次”的加息

次数预期中，选择了后者。

IHS Market

执行主管

Ken Matheny

指出， 美联储今年将努力平衡通

胀过热和金融资产估值过高之间的风险， 并上

调全年加息次数预期至

4

次， 预计下次加息将

在

3

月例会上进行。 高盛高级经济学家

David

Mericle

更喊出了这样的观点： 到了今年下半

年， 美联储完全有可能选择在没有联储主席讲

话的会议上再次加息， 将全年加息次数提高到

5

次。

鲍威尔已经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 除

了鲍威尔，富国银行和荷兰国际集团认为，拥有

投票权的克利夫兰联储主席

Mester

和旧金山

联储主席

John Williams

会让美联储的 “鹰派”

更为明显。 根据日程安排，鲍威尔将在

2

月

28

日发布半年期货币政策报告，并在

3

月

21

日美

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例会后举行他的第一次

新闻发布会。有市场人士预计，投资者希望在美

联储主席的公开演讲中就未来加息路径得到更

多信号，而在更多明确信号前，市场将继续在猜

疑中动荡。

（吴家明）

1月人民币保持全球

第五大支付货币地位

2

月

22

日，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

SWIFT

） 发布的月度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

1

月，人民币在国内和国际支付货币中的份额（按

金额）为

1.66%

，较

2017

年

12

月小幅微升

0.05

个百分点， 并继续保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的

地位。

美元仍长期占据全球第一大支付货币的位

置， 但今年

1

月其在国内和国际支付货币中的

份额占比较上月出现下滑， 由

39.85%

下降至

38.53%

。

尽管人民币在国内和国际支付货币中的使

用份额在

1

月出现小幅环比回升，但

2016

年和

2017

年同期相比仍是下滑。 不过，

SWIFT

亚太

地区支付市场主管

Michael Moon

近日表示，

2018

年人民币贸易和支付使用率下降的可能

性将大幅度扭转， 由于一些有前景的政策计划

正在实施， 这可能使得人民币在贸易和支付中

的使用率长期增长。

中国银行近日发布的

2017

年度《人民币国

际化白皮书———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中的人民

币》显示，境内外市场主体对人民币国际地位预

期乐观向好。

76%

的受访市场主体（包括工商企

业和金融机构） 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有希望

接近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国际货币；受访金

融机构较企业对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预期更

高； 超六成受访市场主体表示将使用或提升人

民币使用比例。

此外，报告还显示，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作

用进一步发挥。国际计价货币职能稳步增强，在

面临汇率波动时坚持以人民币计价的受访境内

企业比例连续第

5

年上升； 近八成的受访境外

大宗商品企业参与中国境内大宗商品交易意愿

较强； 大部分受访市场主体都在积极考虑将人

民币作为国际流动性的重要补充。 （孙璐璐）

孙晓辉/摄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