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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走高难再现 双向波动成常态

人民币汇率年内波幅会收窄
本报记者 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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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把“国际市场”搬到家门口
自贸区不搞低端商贸 区域内推进金融开放

本报记者 周小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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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 !"次创新高

从今年春节到 !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一
直快速上行，先后 "#次刷新汇改以来新高。
虽然近期暂停升势，但总体而言，上半年升
值幅度仍为可观。

数据显示，截至!月"$日，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中间价报!%#&$&，较"'#"年末的!%"$((大
涨#)!$个基点或#%&*+。而去年全年人民币对
美元中间价累计升值仅#(,个基点。自"))(年
&月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
经接近*,+。

人民币升值的强劲势头进入 !月中旬后
开始减弱。在 !月的最后几个交易日里，人民
币兑美元汇率持稳于 !%#$上下。整个 !月，
人民币即期市场下跌了 )%)(+。进入 &月份，
人民币则再度走强。

大量资本流入推动升值

人民币之所以在上半年升势凶猛，与市
场上外汇供给较大有关，其中热钱是主导。
“中国的汇率市场由供求关系和管理因

素（比如央行干预） 决定。在供求关系中，
包括资本流入和贸易顺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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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明显，其中有一部分
热钱是借道而来的，大量资本流入造成了市

场上外汇供给较多。
“热钱进来后带有强烈升值预期-这种预

期又进一步加大了升值压力。”对外经贸大
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说。

国际热钱为何看好中国？孙华妤分析
说，一是因为我国利率高于国外，对热钱而
言有套利的空间；二是相比较其他国家，中
国有较好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家认为人民币
会升值，因此，大量外汇涌入推动了人民币
升值。与此同时，升值期间央行并未进行特
别干预，这使升值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对于 ! 月中旬后人民币出现贬值情况，
孙华妤认为，是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方向不
明，对金融市场不稳而产生的极度恐慌心理
所致，大家纷纷把人民币换成美元以避险。
“钱荒”过去后，到 !月底至 &月初时，人民币
汇率又开始恢复上升。

未来升值步伐或将放缓

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因素都存在，专
家预计，人民币将呈双向波动趋势，但幅度
不会大。从长期来看仍有继续升值的动力，
但升值步伐或将放缓。

建设银行研究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指
出，长期来看，三项因素决定人民币仍将呈现
升值走势.一是，我国经济在未来 #) 年仍将
每年至少保持在 &+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经
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将上升；二

是，我国国际贸易将继续保持顺差。与此同
时，我国同主要经济体的利差也将长时间保
持在较高水平，并对国际资金产生较强吸引
力；三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汇
率保持坚挺，以增强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该机构同时也指出，短期来看，对人
民币升值形成压制的因素也较多。包括：
美元有望走强、欧元仍可能走弱，从而影
响盯住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走势；外围
量化宽松势头收敛，减弱了人民币升值压
力；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仍需发挥
外贸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这需要
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平稳运行态势。
“若中国维持高利率，以及贸易和资本

顺差，今后人民币还将保持升值方向。虽然
升，但幅度不会很大，因为过度升值对实体
经济有害”，孙华妤指出，首先，如果升值过
快，幅度过大，外贸企业将难以为继，它们
无法生存了，其上游的企业也将受到影响。
同时，中央要求经济实现转型升级，若升值
快，正在升级的企业因生存受到影响将无
法继续升级。

除市场因素外，今后人民币是否升或
贬，还要由管理层的思路来决定。“为实体
经济好，应控制升值幅度；为推进资本项目
的开放，汇率波动幅度就会大。最终要看管
理层是怎么设计的。”孙华妤说。

孙华妤表示，学术界基本达成的
共识是，目前不是开放资本市场的好
时机。如果管理层方向明确表态：
汇率已达到均衡水平，没太大升
值空间，就会让投机资本相
信拿人民币没好处，就可
能减缓资本流入，人
民币就有可能贬
值。

经过上半年“火箭式”的上升后，人民币汇率在年中时终于放缓了

升值的步伐。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出口艰难，国外美国退出

!"（量化宽松）日期临近，美元指数上扬，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下半

年人民币走势如何？对此，有关专家预计，影响人民币升或贬的因素都

存在，今后有可能在平稳趋势下呈现双向波动，但幅度都不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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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带头过“紧日子”，是指既要压缩不

必要的支出，也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现有

的资金用好，用在民生迫切需要的地方，提高

资金使用绩效。用好财政政策有助于释放内需

潜力，也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向纵深推进。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说。

!月份/01指数会出现略微上涨，主要是食品

价格反弹所致，猪肉等食品价格对全年/01的影响

比较大。但粮食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小，/01的

总体走势仍会保持一种温和的趋势，全年涨幅不

会超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
长王军认为。

中国管理层已意识到需避免银行业危机并

正努力控制金融风险。虽然中国经济存在结构

性减速现象，但只要去杠杆化措施应对得当，

中国银行业潜在的危机完全可以避免，经济增

长将更加可持续。

———英国巴克莱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
詹金斯表示。

要做到“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需要分

两步走，当前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第

二步需要财政、行业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支

持，未来 !2#" 个月可能推出取消贷款利率

限制、引入存款保险制度等改革措施。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
认为。

（柴秋实 王恺文辑）

!#$%总体走势将保持温和

!经济增长减缓但更可持续

!“盘活存量”要分两步走

!政府“紧日子”有助释放内需

外资零售业在华快速发展
本报北京 !月 "日电（张意轩、赵天宁）

今天上午，商务部发布 《")#* 中国零售行业
发展报告》， 《报告》 指出，")#" 年全国零
售业新设立外资投资企业 *"# 家，实际利用
外资 #3%##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
外资零售企业发展速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王德生指出，
")#"年在华外资零售企业销售额增长!+以上，
外资大型超市单店销售额均在*亿元左右。

针对公众关注的外资垄断问题，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指出，据 ")#"年公布
的外资快速消费品百强数据显示，外资销售
额占 *(+。外资企业在华零售市场所占份额
不高，未形成垄断。

能源专著实现版权输出
本报北京电 （记者张永恒） & 月 * 日，

《中国电力与能源》 英文版首发式暨中国电
力出版社与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战略合作
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电力与能源》 由中国国家电网公

司董事长刘振亚撰写，该书立足于当前全球
能源态势，从电力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中国
能源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发展战略。该书英文
版由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约翰威立国际出
版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首发式现场
说：“这次合作标志着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
思想，得到了国外权威出版机构的认可，并
首次以版权输出的形式走向世界。”

2013北京夏季珠宝展开幕
&月 ,日，")#* 北京夏季珠宝展在北京展

览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 "))多家珠宝供应

商。图为参展人员展示一款名为“观音慈航普

众生”的挂饰。 王京生摄（新华社发）

马龙：种植万寿菊助农民增收
近年来，地处高海拔的云南省曲靖市马龙

县月望乡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全乡种植万

寿菊 &&))多亩，农民收入获得大幅增长。图为

农民在采摘万寿菊。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月 ,日，第八届跨国零售集团

采购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

届跨采会设采购商、供应商标准展位

(*,个，共有 "#( 家来自 #, 个省区市

的供应商参会参展，家乐福、大润发、

欧尚等近 ")个跨国零售集团、国内大

型商贸流通企业和国际采购商参展。

" 附有产品追溯码的食品亮相

采购会现场。

韩 华 王启明摄（新华社发）

南京举办
跨国零售集团
采购会

展示绿色食品

参观者在挑选民俗工艺品

国务院日前通过了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将在上海外
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
山港保税区以及空港综合保税区 , 个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家认为，此举标志
着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方向上迈进了
一大步，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
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改革经验，对中国培育面向全球的
竞争新优势，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

形成高端要素自由贸易

“自贸区的核心是自由贸易，跨到这
个自由贸易区就等于走到了国际市场，
将给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辐射和聚
集效应。”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
为，这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市
场，尤其是长三角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
最富庶的地区，国际化的经济、贸易、
金融等各方面的需求会很好地得到解
决，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对推
动经济改革会很有帮助。

“与当初加入456 时低关税
商品自由贸易完全不同，这次
是要素贸易为主。”复旦大
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

坚对本报记者表
示 ， 首 先

就是生产需要的人才双向流动，减少海
外人才落户的行政审查过程，欢迎高端
人才到上海开展高端自由贸易服务。其
次，就是知识的流动，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会像美国 500模式那样引进高端企业
和高技术产品，这种知识产权的流动会
成为自贸区主导因素。第三，就是信息
的流动，上海自贸区将会形成总部经济，
大型企业的研发和智库会留在上海，这
些靠无形资产运作的企业，虽然只有办
公室没有厂房，但是他们可以把全球跨
国企业的资金挪到上海自贸区来结算。
因此，未来自由贸易区已经不是低端商
品贸易，而全都是高端要素的自由贸易。

人民币国际化改革提速

“支持金融创新，推动人民币离岸业
务，自由结算，这些都是自贸区最终目
的。”在上海自由贸易区经济研究中心副
主任陈波看来，将来上海建自贸区不是简
单的自由贸易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开放
金融，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结算。

孙立坚表示，上海自贸区建立后资金
流动将达到新的高度，面临大量资金需要
进行管理，这就涉及到资本账户开放。如
果资本账户开放不能大踏步推进，人民币
汇率不能自由浮动，要素流动就无法形
成，上海自贸区汇率和香港市场汇率就会
有差价。投资者就会发现进入自贸区既
可以降低关税，又可以拿低成本的人民币
到香港抛售，就会造成热钱的投机。所以，

应该加快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
不过，孙立坚也强调，要控制人民

币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这是一把双刃剑。”孙立坚认为，

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辨别这些资金到底
是投资实体经济还是在虚拟经济投机的
能力。如果采取一刀切应对方式，就会
出现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管制过度，要
素流动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不能做出来，
自贸区形同虚设；另一个就是金融过度
开放风险，没有掌握好金融开放的范围
和程度，导致大量短期套利资金混入，
形成套利套汇虚拟经济的格局不断膨胀，
造成金融危机发生。所以关键要看我们
的监管能力，怎样管制这两种情况。

改革倒逼新一轮开放

“当前改革再度站在进一步深化、打
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历史的关口。”兴业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年末
我国加入 456，我国第二产业的改革
取得了突出的进展，最终为中国赢得了
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整个第三产业的

改革相对滞后。而下一个 #)年和未来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以城镇化作为
发展的引擎，大力发展生产性的服务业
和生活性的服务业。因此我们要用开放
来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
开放促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通过这种开放倒逼我们进行高质量

高要求的改革，就是要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孙立坚表示，中国经济几次摆脱经济
危机靠的不是政策红利而是制度红利，政
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所带来的政策红利虽
然保证了 780 稳定增长，但是留下来
不少后遗症。此次建设上海自贸区最大
区别就是制度红利，政府不再冲在前面，
而是放松管制、放权让市场来主导，把
主导权交给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
“上海自贸区非常有吸引力，经过两

三年的发展，外资企业将会不断涌入自
贸区。”孙立坚很有信心的表示，如果自
贸区保持良性发展，在两三年后将会吸
引越来越多的资金、人才、知识以及信
息的进入，中国企业引进科技的成本也
将大大降低，从而获得全世界最好的技
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