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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央行「放水」超萬億

中國央行閘門大開：降準、

逆回購、MLF……

9 月 23 日，中國央行連續第

3個交易日開展14天逆回購操作，

當日淨投放 1000 億元（人民幣，

下同）。

14 天逆回購操作平時較為

少見，近幾日再現的意圖也很明

顯——投放資金為保護「十一」前

資金面平穩過渡。

9 月 16 日以來，算上降準、

逆回購操作和 MLF（中期借貸便

利）操作，中國央行已釋放 1.42
萬億元流動性。中國央行操作加

上季末財政投放可期，未來流動

性保持充裕。

數據顯示，25 日、26 日、27
日分別有 300 億元、1200 億元、

400 億元 7 天逆回購到期，此外，

27 日還有 1000 億元國庫現金定

存到期。預計近日中國央行還會

公開市場操作繼續「放水」。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元

表示，北京要搞大型慶祝活動，

一切以「穩定」為主，包括金融方

面也是如此。央行拚力釋放流動

性，這個速度和資金量都是驚人

的。在其他方面，也會有一定的

反應，例如股市在「十一」前可能

翻紅上漲一次。

此前在 9 月 16 日，中國央行

全面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點，又額外對僅在省級

行政區域內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

定向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1 個百分

點，將於 10 月 15 日和 11 月 15
日分兩次實施到位，每次下調 0.5
個百分點。

降準釋放了大量流動性，主

要是長期資金。

中國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

此次降準釋放長期資金約 9000
億元，其中全面降準釋放資金約

8000 億元，定向降準釋放資金約

1000 億元。此次降準降低銀行資

金成本每年約 150 億元。

對於中國央行是否會實施傳

統意義的降息，分析人士認為，

四季度存在降息可能，實施時機

仍在醞釀當中。此外，民生銀行

首席研究員溫彬認為，在美聯儲

年內兩次降息，全球主要經濟體

央行紛紛降息並重啟寬鬆貨幣政

策，中國央行降息有空間，四季

度政策利率仍有調降空間和必要。

文章中名詞解釋

逆回購指資金融出方將資金予

以資金融入方，收取有價證券作為

質押，並在未來收回本息，並解除

有價證券質押的交易行為。央行逆

回購，指中國央行向一級交易商購

買有價證券，並約定在未來特定日

期，將有價證券賣給一級交易商的

交易行為，逆回購為央行向市場上

投放流動性的操作，正回購則為央

行從市場收回流動性的操作。

中期借貸便利，英文簡稱

MLF，是中國央行 2014 年 9 月創

設的一項針對中期基礎貨幣的貨幣

政策工具，對象為商業銀行、政策

性銀行，可通過招標方式開展。其

具體操作方式為，金融機構提供國

債、央行票據、政策性金融債、高

等級信用債等優質債券作為合格質

押品，由央行提供資金，以調節金

融機構中期融資成本的方式，支持

相關機構提供低成本貸款。

降準（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

率）是中國央行貨幣政策之一，

影響銀行可貸資金數量從而增大

信貸規模，提高貨幣供應量，釋

放流動性，刺激經濟增長。

中國央行一週時間投放資金總額超萬億元。（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9月
23日，中國央行淨投放資金1000
億元，一週時間「放水」總額超

萬億元，被指是為了北京當局的

「十一」慶祝而保資金面穩定。

【看中國訊】中美貿易戰

衝擊下，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壓

力加大。中國褐皮書報告顯

示，中國第三季經濟形勢是今

年以來最弱，儘管借貸升溫，

但製造業、房地產和服務等行

業都在惡化。

研究機構中國褐皮書的這

份季報告是在 8 月中旬至本月

中旬，在中國對 3300 多家公

司訪問編制而成。

香港《經濟日報》引述報

告顯示，製造業收入、利潤、

數量和售價，均較第二季出現

兩位數的下滑，但借貸活動仍

保持在最高水平。

零售和服務業也無力補製

造業的不足。

根據報告認為，當前中

國經濟受製造業拖累，表現

疲弱，雖然出口減少是因素

之一，但下降主因來自「售價

上漲速度顯著放緩」，這會

損害企業利潤，限制其投資

和償債能力。

中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指數（PPI）6 止升，7 月轉

跌，8 月創下 3 年低位。

報告也說，服務業收入和

利潤雙雙下降，就業率也在放

緩，如果製造業須大幅裁員，

服務業並無消化能力。

與此同時借貸又起，影

子銀行出現褐皮書報告開始

發布以來的最大季成長，債

券發行規模連續第 5 個季度

上升。

報告還顯示，超過 3 成

的製造企業每季都會借款，

說明製造業整體面臨明顯資

金壓力。

（轉載自中央社）

中國第三季經濟
表現最弱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中美貿易戰延燒已超過 1 年，北京

正翻新招掌控境內企業，甚至連境

內外企也都逃不過。有消息指，北

京正將海量公私數據輸入龐大資料

庫，境內外企也被迫要服從中共的

意旨和政治觀點。

據美國《紐約時報》9 月 23 日

報導，中共政府正在緊縮對全中

國控制，不斷蒐集分散在各政府機

關和行業協會的數據，包括：法院

判決、薪資數據、環境紀錄、侵權

行為，甚至企業員工中有多少黨員

等，用以對企業及企業主管評分。

而企業得分低者將面臨被禁止借

貸、無法進行其他工作的可能，企

業老闆和主管的銀行帳戶也可能會

被凍結，或被禁止旅行。

根據報導說，這套被稱為「社

茅台酒市值超貴州GDP 
三大銀行自愧不如 

【看中國訊】9 月 24 日，白

酒板塊再度活躍，貴州茅台屢

次創新高，股價 1184 元 / 股。

作為中國 A 股市場的第一高價

股，截止到早盤收盤，貴州茅

台流通市值約 1 兆 4849 億，首

次登上 A 股冠軍寶座，比曾經

的 A 股流通市值冠軍王——工

商銀行高出了足足 20 億。

從 A+H 股總市值來看，

貴州茅台的總市值已經超過了

四大行中的建設銀行、農業銀

行和中國銀行。

根據統計局數據，貴州省

GDP 約 1.48 萬億元。而貴州

茅台的總市值已經升至 1.49 萬

億，接近 1.5 萬億。

柴油門醜聞：戴姆勒 
被罰款8.7億歐元

【看中國訊】奔馳因涉及柴

油排放造假，德國汽車製造商

戴姆勒被罰款 8.7 億歐元。

據德國之聲報導，德國斯

圖加特檢察院 9 月 24 日發布消

息說，戴姆勒因「疏忽監管職

責」，被罰款 8.7 億歐元。罰

款的原因是戴姆勒公司的一個

質量認證部門沒有遵守監督義

務，導致沒有達到氮氧化物排

放標準的車輛獲得合格認證。

戴姆勒公司沒有打算對檢

方的決定提出上訴。戴姆勒還

表示，罰單不會影響今年第三

季度的收入。不過雖然接受罰

單，戴姆勒仍在千方百計為自

己進行辯護。

會信用體系」的評分不只針對中

國企業，也包括外企在內，比如：

美國聯合航空（UA）、美國航空

（AA）、達美航空（Delta）等，

當局威脅他們，如果不服從北京意

願，其信用評分可能受到影響，紀

錄上將留下「汙點」。

根據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

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研究員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表示：「它（共產黨）

此舉是要影響企業的決策，使其遵

循中國共產黨的意願。」

目前外企擔心，社會信用體系

可能成為北京在中美貿易戰中的武

器。歐盟商會 8 月報告就提到，

中共政府曾威脅將美國聯邦快遞

（FedEx）列入「黑名單」，並指控

聯邦快遞違法扣留中國電信鉅子華

為的貨物，其措辭就很類似於社會

信用體系。

事實上，路透社早前就披露，

中共政府於 2014 年首度提出「社

會信用體系」，並稱計畫於 2021
年前建立制度，透過大數據數據庫

對公民和企業進行全面監控。BBC
也報導，中共從 2015 年開始便建

設「天網工程」，到 2016 年全國

已有 1.7 億個監控攝像頭。

北京數位監控 緊掐企業咽喉 財經簡訊

（Getty Images）

易磋商近日已落下帷幕，姆努欽

說兩國談判代表在緩解貿易緊張

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

姆努欽與美國總統川普 9 月

23 日早共同出席了紐約的聯合國

大會，姆努欽和川普表示，美國

希望中國購買美國農產品，中國

也已經承諾「大量」 購買。

中國代表團在美中副部長級貿

易磋商期間忽然改變計畫，取消了

對美國兩個農業州的訪問行程。此

外，川普也表示中國購買美國農產

品的力度仍舊不夠，一項貿易協議

根據美國財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9 月 23 日 在 接 受 福

克 斯 商 業 頻 道（Fox Business 
Network）採訪時表示，他和美

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將在兩週後與中國國

務院副總理劉鶴會面。

另有消息指，劉鶴將於 10 月

分第二個星期訪問美國，屆時將

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財長

姆努欽舉行高層級會面，雙方在

10 月 10 日前後進行貿易談判。

為期兩天的美中副部長級貿

【看中國訊】歐盟一個主要

工商遊說組織 9 月 24 日表示，

北京必須履行先前的承諾，允許

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約束臃腫

的國有企業，否則中國經濟增長

將停滯，與貿易夥伴的緊張關係

會進一步升級。

美國和歐洲國家長久以來抱

怨中共政府由國家主導經濟的做

法扭曲市場，中國國有企業在中

國許多行業占有壟斷地位，並得

到國家在產業政策和貸款等方面

的優惠待遇，使外國公司處於不

利的競爭地位。

歐盟中國商會主席伍特克

在該商會發表年度立場文件之前

舉行的記者會上說：「在發生危

機的可能性增加之際，現在是中

共政府說到做到的時候了。」他

呼籲北京支持「競爭中立」的原

則，對所有的公司企業一視同

仁，不管是國有還是非國有。

部分是由於跟美國的貿易

戰，中國經濟增長下跌到將近

30 年來的最低點，在今年第二

個季度降低到 6.2%。

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紛爭的

一個要點是美國要求中國進行

結構性改革，其中包括採取政

策和法律措施，消除中國國有

企業藉助政府力量形成欺行霸

市的產業巨無霸的局面，讓外

國公司獲得公平的競爭條件。

但北京表示，不會在結構性

改革問題上讓步。中共政府用納

稅人的資金扶持和補貼國有企業

的做法，不但受到外國政府和企

業的抱怨，而且也受到許多中國

公民的抱怨。

（轉載自美國之音，有刪節）

似乎難以達成。

但是中國商務部 9 月 21 日則

說，雙方在華盛頓舉行為期兩天

的副部長級貿易磋商「具有建設

性」，並表示雙方討論了高級別

磋商的「具體安排」。此前姆努

欽已表態，匯率問題將是談判新回

合的焦點之一，但目前流傳出的信

息表明，美中副部長級貿易磋商並

未涉及這部分內容。

貿易專家、企業高管及兩國

官員紛紛表示，貿易戰已演變成一

場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遠超出

關稅層面：中共政府不太可能屈從

美國要求，從根本上改變其經濟體

制；而美國也不會放棄提出的條

件。前美國貿易代表官員、政策及

政府諮詢公司 McLarty Associates
管理合夥人 Kellie Meiman Hock
稱，任何最終協議都「極為不可能

實質性解決」美國和其他國家所尋

求的中國結構性改革。

美中貿易談判達協議愈發艱難 歐盟中國商會：
國有企業拖累中國經濟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美國

財政部長姆努欽對媒體表示，美中

貿易談判10月10日前後將在華盛頓
重啟。此前中國副部級代表團取消

了對美國兩個農業州的訪問，一些

分析認為，這意味著美中之間突破

分歧、達成協議的希望變得黯淡。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