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随着 !月份及一季度经济数据的
陆续公布，市场普遍认为，一季度中国经济
开局良好，未来经济走势或将呈现温和增
长。但是，素有“经济晴雨表”之称的股市
对此却表现麻木，经济数据的回暖并未给股
市带来利好效应，"股市场持续下跌，两市
成交量不断萎缩，市场人气低迷，呈现弱势
震荡格局。专家认为，一季度 #$%（国内
生产总值）等关键经济数据尚未公布，以及
市场近期围绕 &%'（首次公开募股）或将重
启的传闻，都使得投资者对市场产生了观望
情绪，对市场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是股市近
期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

【股市对经济数据不买账】

随着经济数据进入密集发布期，"股市
场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了 %(&、)%&等关键数
据。在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中，不仅 !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反弹至 *+,-.，
较 / 月提高 +,0 个百分点，创下 11 个月以
来新高，而且 2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 同比上涨 /,1.，通胀率降幅大于市场
预期，物价走势稳定。

此外，我国对外贸易延续了去年第四季
度以来反弹回升的势头，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到 -345,3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后同比增长
12,4.，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尽管一系列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经济正在
稳步复苏，而且外围市场近期普遍上涨，在此
情况下，"股市场仍然对各种利好表现麻木，
市场成交清淡，股指持续下跌。在经过数日
拉锯后，本周五，沪指盘中再度跌破年线，市
场人士认为这表明市场弱市格局并未改变。

【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股市为何对经济数据利好视而不见？北
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何维达
对本报记者表示，近期外围市场在上涨，经
济状况也不错，股市本应该上涨反而表现疲
弱的原因主要是：第一，股市前一段时间，
尤其是两会期间涨势不错，两会后市场存在

获利回吐需求，投资者赚钱后卖出股票获
利，而这需要一个过程，使得近期股市持续
下跌；第二，4月份是上市公司去年年报和
今年一季度季报发布的时间，受到去年外围
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中国经济也持续低迷，
上市公司去年业绩不如前年，尤其是钢铁、
水泥、煤炭等行业业绩下滑十分明显，使得
投资者多持观望态度，成交量减少；第三，
近期关于管理层将重启 &%' 的传闻也是造

成市场下跌的重要原因，以前由于 &%' 太
多，导致市场供求矛盾很大，股市资金失血
严重，因此投资者对重启 &%' 比较担忧，
减仓或空仓等待时机，等市场下跌；第四，
虽然 2 月份 %(&、)%& 等数据都表现尚可，
但是最关键的一季度 #$% 数据将在下周一
公布，我国经济走势是否完全止跌企稳，市
场尚存疑虑，因此市场呈现出观望情绪。

此外，分析人士也指出，银行、地产两
大权重股近期表现低迷也是大盘难有起色的
重要原因。尽管经济数据利好，但是整体来

看，"股市场整体风险还未得到有效的释放，
结构性调整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对金融、地
产等权重股均有不利影响。一方面，管理层对
银行理财等进行规范，导致投资者对银行利
润下滑的担忧；另一方面，管理层对房地产的
调控措施趋紧，或使楼市销量下滑从而导致
地产业绩下滑的风险依然存在。

【!"#重启或不远】

对于股市未来是否还会继续下跌，分析
人士普遍认为，除了要看经济数据好坏之
外，&%'是否会重启将成为影响股市近期走
势的关键因素。
“我觉得 &%' 差不多快重新启动了。”

何维达认为，从去年 11 月份到现在，这么
长时间没有发一只新股，这从 " 股市场建
立以来都没有过，也不太正常，所以快到
&%'重启时候了，即使这个月不重启，五六
月份也差不多了。
“尤其是越临近 &%'重启，投资者表现

越谨慎，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何维达表
示，庄家会利用 &%'重启的利空打压股市，
如果这个时候买入大量股票就会被套牢，所
以在这个时期市场观望的多、获利回吐多，
等到 &%' 重启后再逢低吸纳。近期媒体频
频发表 &%' 重启文章，也是让股民有所准
备，提醒投资者，这是为防止突然宣布 &%'

重启消息会让股市遭到更大的打压，因为那
些提前掌握这个信息的人会趁机拉高出货，
使得不知情的股民跟风被套牢。所以，监管
部门是为了提醒股民注意风险。

对于 &%'重启后对股市的影响，何维达
认为，股市应该会持续一段弱市局面，不过等
到真正 &%' 重启的时候，股市可能会有反
弹。因为投资者会觉得石头终于落地了，对前
期利空消息已经消化完
毕。经过一两个月的调
整后，在 &%' 重启之前
股市还会下跌，但在
&%'重启后，利空出尽
反而会有所上涨。

股民在上海一家证券营业部关注股市

行情。 丁 汀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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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涨势不
停，本周内更是两次刷新纪录。来自中国
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4 月 1/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5,/*+5，较
前一交易日大涨 -1个基点，逼近 5,/*关
口，刷新 4 月 1+ 日创下的历史新高和
/++* 年汇改以来新高。有关专家指出，
相比其他经济体，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
比较乐观，这是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原
因。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和
美元走强的可能性都在加大，人民币不可
能强劲持续升值，预计在相对均衡状态下
会双向波动，即使升值也是温和上升。

【外部资金涌入推动升值】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和即
期价多次创下汇改以来新高，人民币中间
价从今年 1 月 4 日 5,/0-3 已升至目前的
5,/*+5，累计升值 2-1 点，升值幅度
+,52.。而去年全年，仅升值 145点。
“目前美国持续实施货币宽松政策，

整个经济有一定复苏但很微弱，而欧洲等
其他经济体状况也不怎么样。比较而言，
中国经济虽然有问题，但在投资者看来，
其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社会科学
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这是人民币汇率最近
持续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刚指出，最近中国物价水平一直比
较稳定，实际利率水平高于美国国债收益
率，资金在中国有套利的机会；同时，中
国外汇储备在增长，显示外部资金流入加
大。这些因素对人民币升值都有推动力。

多项最新数据显示，外部资金流入中
国有升温趋势。央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达 1+2,51万亿
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今年一季度
中国外汇储备增加近 12++ 亿美元，为
/+11年二季度以来单季增量新高，/月金
融机构外汇占款增加 /-*4,/5亿元。

【未来有反向波动可能】

人民币涨势能持续多久？未来走势如
何？专家认为，目前人民币已渐近均衡水
平，未来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强劲持续升
值，也有反向波动的可能。

曾刚分析说，从国内看，在经济转型
调结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
大；从外部看，日本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
策，铁了心让日元贬值，美元今后走强是
大概率事件。这样的外部环境对中国外贸
形成了挑战，所以，人民币持续升值也不
符合我国经济利益。总体来看，未来人民
币不可能长期大幅升值，也有向下走的可
能，即使升也是温和的。人民币将保持双
向波动、弹性增强的运行格局。

但也有分析认为，人民币依然存在一
定的升值压力。日前发布的《复旦人民币
汇率指数报告》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
续复苏，日欧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美国

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给后续人民币带来
一定的升值压力。

【摆脱美指对人民币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和居民都有正反两
方面影响。首先对出口企业不利。人民币
升值将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若要使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不变，则企业
必须挤压自己的利润空间。但对需要从国
外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企业，人民币升值
则意味着同样的价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

其次，人民币升值后会吸引大量境外
热钱乘机而入，容易扰乱中国的金融秩
序。同时，巨额外汇储备还面临缩水的威
胁。

对居民而言，曾刚认为，会影响居民
的资产配置，但因居民持有的美元比重
小，所以影响还不大。而居民出国消费将
能得到实惠，因为手中的人民币“更值钱
了”。

为缓解未来因人民币继续升值带给进
出口企业的压力，复旦大学报告建议，中
国应该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将汇率
政策目标从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转换为
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使人民币与美
元真正的脱钩，摆
脱美元指数波动对
人民币有效汇率稳
定和进出口贸易的
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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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两次刷新纪录 未来仍将双向波动

人民币汇率再创汇改新高
本报记者 罗 兰

音
声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张毅）
在 !月份月度产销再创新高带动下，今年 "#!

月国产汽车产销总体表现好于预期。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 "" 日发布的统计显示，一季度国产
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万辆和 $()&($万辆，
同比增长 ")&*"+和 "!&"*+。

今年一季度汽车销量前十的汽车企业分别
是上汽、东风、一汽、长安、北汽、广汽、长
城、华晨、江淮和奇瑞。国产轿车销量前十的
企业分别是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大
众、北京现代、东风日产、神龙、吉利、比亚
迪、长安福特和东风悦达起亚。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国国家工
商总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华外资企业数
量继续下降，但投资仍在增长。截至今年!月底，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万户，比去年底下降
,&"*+，注册资本（金）""&%*万亿元，增长"&!!+。

近年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一度保持增
长态势，),,)年底中国仅有)$&%)万户，),""年底
则达到了创纪录的((&-$万户。但在),")年一年
间，数量下降了"&!)+，今年以来又有所下降。

但是，从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金）来
看，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年底仅为 (&()

万亿元，到今年 !月底已达 ""&%*万亿元。

在华外企达43.98万户

一季度国产汽车产销大增

4月 1/日，第三届北京国际珠宝首饰展览

会于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共

吸引 /3个国家和地区的 1+++多家知名珠宝展

商参展。 李博阳摄（中新社发）

!货币泛滥严重影响发展

从银行体系大量流出的货币有部分进

入了实体经济，而更多的是流向了各种资

产，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如果管理层对此不

密切关注并调整相应政策，那么货币过度

泛滥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
员易宪容说。

!房地产市场应建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已是年

超 ",亿平方米的超级规模，政策更应充分

发挥经济手段作用，注重科学、系统、精细

和长远。在短期政策效果出现后，应尽快建

立长效机制，恢复市场自我调节、自我修复

的功能，还原市场客观的运行规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秦虹说。

!稳增长较控通胀更重要

今年稳增长较控通胀更为重要。尽管

当前央行仍旧担心通胀压力，货币政策也

比去年下半年明显收紧，但在未来通胀与

增长之间权衡考虑，预计货币政策收紧的

必要性已大大降低。

———瑞穗证券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沈建
光认为。

!中国未来经济没有问题

如果进一步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及加

快对内对外的开放步伐，如开放一些垄断

行业，加之释放潜在的国民消费需求，中

国未来的经济没有问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
学教授许小年表示。 （梁益琴辑）

春季北京最大珠宝展开幕

4 月 11 日， /+12

年北京春季房展开幕。

本届展会共汇聚 *++余

个国内外地产项目参

加，还将举办地产峰会

和系列主题活动。图为

市民观看楼盘模型。

远 舟摄
（中新社发）

经济数据虽向好
$

股市场却清淡

“经济晴雨表”为啥总失灵
本报记者 周小苑

4 月 1/ 日，江西省农业机械助力春耕生

产的“百万农机闹春耕”活动启动。图为南

昌县泾口乡标兴农技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民用

插秧机插秧。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江西百万农机闹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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