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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最
大债权国，中国
前一阵又增持了
美国国债。美国
财政部 ! 月 !" 日

公布的月度资本流动报告显示，去年 !!月
中国增持 # 亿美元美国国债。截至去年 !!

月底，中国持有 !$!%&!万亿美元美国国债，
仍是美国国债的全球最大单一持有国。修
正后的数据显示，去年 !& 月中国增持 !"'

亿美元美国国债。专家表示，中国增持或
减持美债，都是市场操作行为，外界无需
进行政治化解读。

市场重燃购买美债热情

尽管美债收益率下跌，但美国国债海外
持有者在去年!!月份比较普遍地进行了增
持。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对美
国国债持有量去年!!月迅速反弹。!!月，外
国官方和私人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净购买
量总计为(")亿美元，创'个月来最高水平，
**月净增持量总计为*(&亿美元。另外，外国
投资者**月对美国长期国债净增持量为+('

亿美元，*&月为减持*&亿美元。
在美国国债海外持有者中，中国和日

本是最大持有者，去年 **月份英国和加勒
比海国家金融机构的增持规模最大。

在中国增持的美债中，主要是以“两
房” （房利美和房地美） 为主的债券。统
计显示，** 月中国共计净增持美国长期证
券 ,$-) 亿美元。分项来看，净减持长期国
债 -$&( 亿美元，增持以“两房”为主的债
券 *&$%(亿美元，净增持公司债 *($)) 亿美
元，净减持公司股票 +$(&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外国投资者重燃购美债
热情，一方面是全球经济下滑激发避险心
理，另一方面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有
关。加拿大道明银行纽约经济学家坚纳德哥
德堡指出，美联储在 (&*(年 -月宣布的每
个月采购 )&& 亿美元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
量化宽松项目，曾短暂压制了外国投资者的
美国国债采购热情，大部分投资者都选择拥
入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市场寻找机会。

市场次优选择结果

虽然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但
受收益率下降等影响，中国持有美债 (&**

年开始有所减持。据统计，(&**年 **月中
国对美债进行了 *&&& 亿美元左右的减持，
此后 * 年来，每月对于美债持有规模的调

整都在数十亿美元。
“去年年底中国增持美国国债是市场行

为”，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孙华妤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去年中国贸易顺
差比较大，顺差大肯定会增加外汇储备的
规模。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年全年贸
易顺差为 ('** 亿美元，较上年扩大了
),$*.，创下了 (&&-年以来的新高。海通证
券分析指出，(&*(年贸易顺差的扩大高于预
期。从 '月开始出现贸易顺差，并一直维持
在 (&& 亿美元左右，和历史年份相比，属于
较高水平。基于安全性和流动性需求，增加
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会购买美国国债。孙
华妤分析说，外汇储备不仅是为了升值，安
全性更是第一要求，因为若追求收益增加必
然会加大风险程度。相比较欧元、日元以及
新兴市场的资产，美国国债更具有安全性和
流动性，所以说，增持美债是市场的次优选
择结果。

实现外储投资多元化

中国是全球外汇储备最高国家，截至
去年末，外储余额为 '$'*万亿美元，其中，
主要投资方向是美国国债和金融债。在量

化宽松政策超低利率背景下，这些债券收
益率也被拉低。专家表示，中国增持美债
也是市场次中选好、迫不得已的选择。那
么，该怎样拓宽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新视
野？

孙华妤认为，应多投资美国短期债券，
增加灵活性配置，因为目前长、短债券的利
息都低，而短债在需要时容易出手。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表示，与其投
资收益率低的债券，还不如为这些有外币贷
款需求的中国企业提供贷款，这样的收益也
要高于外储传统方式投资获得的收益。据
悉，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在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机构内，成立了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
负责创新外汇储备运用这项工作。

还有专家指出，外储投资要实现多元
化，急需大量国际金融人才。博鳌亚洲论
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说，中国以往一直是外
汇短缺国家，但加入世贸组织后外汇储备
突飞猛进，涨了几十倍，但能进行国际化
金融投资的人才储备跟不上。他比喻说：
“就像突然暴富的老太太，以前没有钱，儿
子突然把钱都寄给她，她不知道怎么办。
她又不会炒股，不会炒楼，又不会搞外汇
买卖，只好把钱存银行里，虽然也知道银
行是负利率。”

外汇储备增加较快 市场投资次优选择

中国为何连续两月增持美债
本报记者 罗 兰

!中国的消费需求特别旺盛

从总需求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正处于

消费升级的重要时期，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接

近 )& 万亿元，这说明我国的消费潜力是很

大的，更新换代的需求、服务消费的需求、

新兴和高端消费的需求特别旺盛。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

!中小企业要专注才能出品牌

中小企业要专注，只有专注才能出品

牌，才能出质量、技术，才能获得创新的能

力。我们再专注发展二三十年，当中国一大

批中小企业成为世界不可替代的中小企业，

我们才有大的发展前途，我们中国经济才有

大的发展前途。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指出。

!应减少农产品物流损耗

当前，我国高速公路网络如此密集，政

府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物流企业成本，但

农产品价格仍然持续上涨，其主要原因正在

于物流环节中的损耗太大。农产品物流服务

从粗放式经营转变为集约式经营，可以大大

降低农产品的损耗率。

———北方交通大学教授王耀球直言。
（张东伟 梁益琴辑）

博鳌亚洲论坛中小企业论坛开幕
本报海南博鳌 !月 !"日电（记者王丕屹）为期两天的博鳌

亚洲论坛 (&*' 年中小企业论坛今天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
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近千名企业代表与会，他
们将以“坚守、创新、超越”为主题探讨亚洲中小企业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小企业始终
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关注焦点之一，中小企业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在全球经
济缓慢复苏的大前景下，亚洲中小企业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困难
和挑战。

此次论坛主办方表示，(&*( 年以来，中小企业过去长期以
来的低能源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的“三低时代”已
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需求，它们面临全新的生存与发展课题。

国产智能手机年出货量预计过亿
本报北京电 （张意轩、王杰） (&*( 中国互联网产业年会日

前在北京举行，来自会议的消息显示，(&*( 年我国智能终端出
货量达 !"!#亿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

数字显示，(&*(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应用水平、
终端普及、市场规模等均呈现迅猛增长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统
计显示，截至 (&*( 年 ** 月底，我国移动用户数已超过 ** 亿，
其中 '/用户超过 ($(亿，'/用户渗透率达 (&.。以千元级智能
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终端迅速普及，(&*(年，小米、华为、
中兴为代表的国产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超过 *亿部。

全球银行透明度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北京 !月 !"日电（记者张燕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与全球商报联盟、香港商报共同主办的“全球银行透明度发展
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论坛上发布了 (&**财政年度 (-家亚太
区重要上市银行透明度评价结果，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
设银行获得了金奖。还发布了全球 (-家系统性银行透明度评价
结果，中国银行获得了银奖。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中国通过强化信
息披露要求，加强场外市场监管措施，不断提高银行业机构透明
度水平。近十年来，我国大型银行金融机构相继登录境内外资本
市场，信息透明度取得了质的进步。

奥马哈经贸合作论坛在美将办
本报北京 !月 !"日电（记者周小苑）以“融资、融智、融

天下”为主题的 (&*'奥马哈经贸合作论坛（0123）将于今年 +

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举行。记者在论坛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此次参会的中国企业除了有机会与美国金融、投资、贸
易、科技及能源等五大领域的企业家定向对接，还有 *,&位企业
总裁可亲临备受各国投资者关注的巴菲特股东大会现场。

论坛秘书长黄淑妮在发布会上表示，论坛旨在搭建中美两国
的投资与经贸合作交流碰撞平台，促进中美各大领域的发展与创
新智慧交融，为中国企业迈入全球化发展提供有效跳板。

眼下正是北方农村的农闲时节，山东省文登市界石镇农村的热

炕头上，农妇们正忙着加工玩具。玩具厂把机械化不能进行艺术创作

的工序放到农家制作，经统一验货整理包装后出口国外市场。目前，

文登市近万名农村老年妇女在炕头上挣起了“洋钱”，人均月收入逾

千元。图为大界石村李宗兰（左）和邻居一起制作玩具。陈宏青摄

文登：“炕头经济”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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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拉萨至日喀则铁路

是青藏铁路的延伸工

程，#&*& 年开工至今，

累计铺轨达 ,&公里，预

计 #&*' 年内铺轨到日

喀则市。拉日铁路东起

拉萨，途经堆龙德庆、曲

水、尼木、仁布、白朗等

县，西至日喀则市，线路

总长 #+'公里，穿越近

-& 公里的雅鲁藏布大

峡谷地区，其中桥隧总

长 **+$% 公里，占线路

总长的 )+$%.，预计年

货运量 ,'&万吨以上。

图为中铁八局工程

技术人员在西藏曲水县

境内铺轨。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拉日铁路累计铺轨80公里

4股市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迎来了大幅反弹，上
证指数从去年 *#月初的 #&&&点附近一路上涨到 #'&&

点左右，累计上涨了近两成。行情的持续上涨原本应
该激活更多人气，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大量散户此
时却选择“黎明撤退”，不在股市玩了。*# 月份持仓
的 4 股账户数环比减少近 +& 万户。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股市涨了股民却跑了？在当前市场处于底部区
间，机构投资者大举入市之时，广大股民为何选择
“失败大逃亡”？

!"万散户“两面挨耳光”

中国股市的新增开户数一直被视为“散户风向
标”，反映出中小股民对于市场的信心和态度。据中
登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4 股 #&*# 年新增开户数仅
有 ++#$)+ 万户，较 #&** 年同比减少接近五成。尤其
是在 *#月份，持仓的 4股账户数为 ++*)$)-万户，环
比减少了 )+$)" 万户，降幅为 &$,#.。持仓 4 股账户
占全部 4 股有效账户的比重为 '-$-,.，环比下降了
&$)+个百分点。

与近 +& 万股民选择撤离股市形成鲜明对比，机
构投资者成为此轮市场反弹的最大动力。尤其是在
证监会的大力推动下，5677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大举入市。数据显示，(&!( 年 5677 新增开户为 !(&

个，是 (&!! 年新增开户数的 + 倍。在机构投资者的
带动下，沪深股市全线触底反弹，一个月内从阶段
低点最多上涨近 (&.，金融、房地产、基建、生物
医药等行业板块的一大批个股反弹幅度甚至超过
'&.。
“散户似乎永远是这个市场最悲催的群体。”财经

评论员水皮表示，他们经常两面挨耳光，低吸高抛变
成追涨杀跌；该减仓的时候加仓，该加仓的时候减
仓；该退场的时候进场，该进场的时候离场；该止损
的时候心存侥幸，该坚持的时候却斩仓销户。

清仓离场是因为“套”怕了

“尽管股市涨了，但投资者却还出现了流失现象，
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投资者对当前股市缺少信心的表
现。”财经评论员皮海洲认为，股市经过最近几年的
持续下跌，投资者信心尽失。要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显然不是这一个月的上涨行情就能够做到的。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何维达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对中国股市失去信心是
股民清仓离场最主要的原因。他表示，在各种投资里
面，股市是最让人伤心欲绝的，,&.、-&.的股民最
近这三年不仅没赚到钱，而且亏损都比较大。很多股
民都还套牢的很深，其中很多都是在股市反弹阶段入
市时被套的，而那些提前就割肉出场没有被套的股

民，则是因为他们对股市已经死心了。在中国坚持长
期投资的股民基本上没有能赚到钱，所以他们宁愿把
钱存在银行或者去买房，因为这样更能保值增值。

让圈钱者加倍付出代价

“而要真正恢复投资者信心，根治这个怪胎，中
国股市就必须改变‘圈钱市’的定位。”皮海洲认为，
就必须让股市从为融资服务转移到为投资者服务的正
确轨道上来。企业上市融资当然可以，但必须是建立
在给予投资者足够回报的基础上。而且上市公司各种
违法违规必须受到严惩，并且建立严格的赔偿制度，
引入集体诉讼机制，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鼓励股民长期投资不是证监会应该做的事情，

监管部门应该制定制度，要严格执法，要让股民树立
信心，要让股民真正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何维达
表示，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的把关及分红方面做的还
不够。这些年很普遍的现象是，一些上市公司的老
总，赚到钱后就套现大量的资金，并转到国外去了。
而国家对这方面的监管及制度规定都没有跟上，像这
种资金应该明确规定其中 "&.还要用于投资，而且必
须用于境内的投资，不能全部一锅端就拿走转到国外
去了，要有相应的制度进行把关。尤其是套现欺骗股
民的这种上市公司应该要有追究责任的制度，不管是
上市公司还是券商，企业一上市就把股价炒得很高，
然后到第二年，最多第三年就变成垃圾股或者 82 股
了，他们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何维达强调，要维护散户的利益，必须要建立赔
偿制度。证监会要加大对这些垃圾
公司、圈钱的公司和券商进行打击
甚至赔偿，要让他们把赚到的钱吐
出来赔偿股民，要让这些圈钱的人
今后圈钱的成本比他所获得的还要
大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去圈钱了。

屡次抢反弹被深套 选择一上涨就减仓

行情来了股民怎么反倒撤了
本报记者 周小苑

走势

难定
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