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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资金推高汇率

自央行宣布降息后，人民币汇率并未如预期般
贬值。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11月27
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1320，较前一交
易日上涨34个基点，再创3月13日以来的新高。上
周，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一度升值200个基点。

随着最新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利好美元，12月
2日，美元再现强势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呈现小幅下跌。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
12月4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1411，较前
一交易日下跌35个基点。

“前一阵人民币升值与资金流入有关”，暨南
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孙华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最近中国股市走得稳健，沪港通开通，
都吸引着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场。其次，因融资
难、融资贵，国内有些企业采用多种手段从海外
融资，这些因素都促使外汇进来，从而造成人民
币升值。

孙华妤进一步分析，一方面近来外贸好转有助
于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降息后有可能因人民币
贬值而出现资本大规模外流的情况，为此，央行有
可能通过减少市场干预，以达到人民币升值而资金
减少流出的目的。

也有分析认为，因美国有一段时间经济数据表
现相对疲弱，美元上涨势头暂时放缓，人民币中间
价则顺势走强。

未来双向波动加大

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专家表示，人民币
不会持续贬值，因为我国有良好的经济基本面。短
期内人民币可能还会波动，既不会持续贬值，也不
太会持续单边升值。

孙华妤判断，现在利率下调，如果经济继续向
好，人民币不会有大的贬值，甚至会稳中有升，这
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因年底外贸
形势比较好。

经济学家宋宇表示，人民币汇率走向需要综合
考量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两方面因素，并应将决定
权交还给市场。

“大趋势上看，人民币汇率走势平稳。如果美
元强劲，明年人民币会出现贬值。”孙华妤认为，
现在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逐渐放开，其结果是未来
人民币在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会有明显波动，不会呈
现单边升或贬，表现为每天或短期内上下波动会加
大，从一个月长线看，会比较稳定。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表示，从理论上来
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利率水平的降
低，对该国的汇率是利空的，但实际上影响汇率的
因素非常多。目前央行降息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融资
成本、提振经济，而经济的提振对汇率反而是利
好。

逐步减少市场干预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表明央
行对外汇干预在逐渐减少。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介绍，人民币汇
率市场化改革也在加快推进。今年以来，人民银
行大幅减少了外汇干预，自二季度以来已经基本
上退出了常态化的市场干预。外汇市场总体运行
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汇率
预期分化。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将大幅减少对
人民币汇率的干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在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曾表示，希望
汇率能通过改革，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
定。同时将允许市场供求在决定汇率、扩大汇
率浮动区间以及增加汇率弹性上，起到更大的
作用。

银河期货首席宏观经济顾问付鹏认为，从现
阶段来讲，只要外汇市场的波动整体在范围之
内，原则上来讲央行不干预，就是逐步让市场化
来决定这个汇率相对应的价格，但是央行会设有
上下限，一旦超过或者接近上下限，央行还会适
时、适度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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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缓解农业贷款成本高、风险大和低收入
农户贷款难等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决定，延长
农户小额贷款、部分涉农保险业务的营业税和企业所
得税减免政策的期限，并将税收优惠的力度“加码”，
从而加大对农村金融的税收支持，助力“三农”改革
发展。专家认为，“三农”问题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薄
弱环节，通过增强金融和财政政策提升“三农”发展
动力，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加速农业现代化，
对夯实我国经济稳增长的基础也具有重要意义。

【财税金融定向灌溉】

今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金融政策助力
“三农”发展。早在 4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提出符
合条件的县域农商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通过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加大农村金融的扶植力
度。央行也通过定向降准、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
币政策，支持和扩大“三农”信贷投放。截至目前，
今年的支农再贷款总额度为 3089亿元，额度最高尚余
1247亿元。

此次国务院会议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再度加
码，决定将以下两项已经执行到期的政策延长至 2016
年 12月 31日：一是对金融机构不超过 5万元的农户小
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按90%计入企业所得税应
纳税所得额，调动金融机构向农户贷款的积极性。二
是对保险公司开展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的保费收
入，按90%计入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扩大对农户
的保险保障和服务。同时，针对农户贷款需求主要集
中在 5 万元到 10 万元的情况，将享受税收优惠的农户
小额贷款限额从 5 万元提高到 10 万元，并把对县域农
村金融机构保险业收入减按3%征收营业税的税收优惠
政策，延长至 2016年底。让惠农政策持续发力，促进
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金融活水引到地头】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农业贷

款成本高、风险大和低收入农户贷款难等问题一直未
得到妥善解决，难以满足支持和服务“三农”的需
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
收。此次国务院金融下乡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延长
优惠期限”、“提高贷款限额”、“减免保险税收”这三
个关键词，再次将金融的“活水”引入农村的田间地
头。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
来，首先，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使金融机构把更多的
贷款投向“三农”，调动了金融机构发放“三农”贷款
的积极性；其次，通过提高农户贷款上限的定向政
策，引导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及时雨”贷款，以缓
解农民发展农业的资金需求。第三，调动保险公司给
农民提供灾害保险的积极性，是我国未来支农政策当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整方向。

事实上，通过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充
分调动了银行的积极性，这是管理层近年来通过金融
支持“三农”的新趋势。

“本次会议，一方面是延长优惠政策期限，另一方
面还提高了享受优惠政策贷款的额度，等于扩大
了鼓励金融机构服务‘三农’

的覆盖面。”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表示，税收减免
为金融机构降低贷款成本留下了空间，有利于更多地
支持‘三农’降低融资成本，对金融机构而言，涉农
贷款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强基固本有利稳增长】

“这一决定既是前期支农政策的延续和加强，也是
即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序曲。”在中国银行国
际金融所研究员高玉伟看来，“三农”仍是我国国民经
济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是新常态下实现城乡、工农协调发展的要求，有利于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
日益成为关系‘三农’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支农政策
将财政和金融相结合，抓住了激发“三农”活力的牛
鼻子，为“三农”和县域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福
音。预计这一决定对县域金融机构经营带来较大利
好。

“政府希望把金融机构的资金贷给农户，让农
户能顺利开展种植业、养殖业，这是金融对实体
经济支持政策的一种倾斜，对经济稳增长将会
起到正面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孙玉栋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些政策就是
要调整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不能只把资金
投向大企业，而是要向中小企业和“三
农”倾斜。通过税收、保费等惠农政策
的引导，让更多的资金指向“三农”
业务，农民得到实惠的同时，金融
机构也会得到税收减免和优惠，
从而形成“三农”和金融机
构的双赢局面。

央行逐步减少干预 总体平稳波幅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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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码”税收优惠 助力“三农”改革

金融下乡再夯“稳增长”根基
本报记者 周小苑

聚焦

近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中国央行宣布降息，内外因素叠加，市场预期人民币汇

率贬值，但事实上前一段时间却不降反升。对于人民币汇率短期冲高的原因，专家分

析，一方面有段时间美元承压走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相应上涨；另一方面国际

资本看好中国市场，流入增多。随着央行逐渐减少外汇干预，未来人民币汇率将在基本

稳定的基础上区间震荡、双向波动加大，不会出现单边升值或贬值。

巴黎：中行启动人民币清算行服务

中国银行 12 月 3 日在巴黎举行人民币清
算行服务启动仪式。来自法国政府、法国央
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以及法国金融界的200
多名人士出席启动仪式。图为法国前总理拉
法兰 （左一）、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 （右一）
等为中国银行巴黎人民币清算中心揭牌。

新华社记者 韩 冰摄

赣榆：首批大棚春茶节前上市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厉庄镇谢
湖村万亩无公害茶果基地内的首批大棚春茶
上市，每公斤销售价格达4000元，亩效益达3
万多元。据悉，赣榆的大棚春茶将供应北
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元旦、春节节日市
场。图为茶农在展示采摘的头茬大棚春茶嫩
芽。 司 伟摄 （人民图片）

12月 3日，记者从南宁铁路局获悉，贵广高铁将于 12月 26日建成通车。
线路开通后，贵州至广州的运行时间将从 21小时缩短至约 4小时。据介绍，
贵广高铁全程857公里，总投资约975亿元，将有望成为成都、重庆、兰州等
西部城市到达东部的出海通道。图为一列高速综合检测列车在桂林西站进行
联试联调运行。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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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4日电（记者周小苑） 由
凤凰网、凤凰卫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
之声联合主办的2014年全球华人经济领袖盛
典日前在北京举行。

该获奖名单涵盖航空航天、制造业、互
联网、医药行业等多个主流行业，10 名获奖
领袖包括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搜狗公
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余仁生家族、真格基金

创始人徐小平、爱奇艺创始人兼CEO龚宇、台
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辜成
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银泰集团董事
长沈国军、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等。

主办方凤凰网总裁李亚表示，华人经济
领袖以他们卓越的智慧，创新变革，推动着
所在企业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进
程，他们是中国梦的伟大践行者与示范者。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记者高亢）
记者 4日从中国移动了解到，中移动将加速
构建4G网络步伐，今年底前完成70万4G基
站的建设，增加较发达农村地区的覆盖，预
计年内4G用户有望超过7000万。

一年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向运营商发放
基于自主标准 TD 的 4G 牌照，开启中国 4G
商用时代。截至今年 10 月底，中国移动 4G
基站由初期的 20 万个增加到 57 万个，覆盖

超过 300 个城市，基本实现县级以上城市和
发达乡镇覆盖，人口覆盖率达到75％，并有
望于年内将基站数量增至70万个。

同时，工信部批准运营商基于 TD 和
FDD 标准的 4G 混合组网试验城市，由 16个
扩展到了40个。除中国移动之外，中国电信
和中国联通也在有条不紊地部署 4G 基站和
相应设施建设。目前，已基本达到试验城市
城区4G信号覆盖。

4G用户年内有望突破7000万

2014年全球华人经济领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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