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16

2016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高寒 美编：金红 组版：刘淼动向

跌破“新防线”，兑一篮子货币却在上涨

你你不不知知道道的的人人民民币币贬贬值值真真相相
11月14日，人民币中间价连续第7个交易日走低，跌破6 . 8400关口，创下7年来新低

纪录。而6 . 8400的数据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因为它突破了10月中旬官方媒体给出的
“新防线”的说法。对此，大部分人士分析认为，近几个月人民币“小步快贬”的最主要
原因还是美元的相对走强。同时，未来人民币仍将有贬值的预期，但这种贬值目前没
有也不应引发过分担忧。

周新生提供的香河县公安
局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
称，1997年6月，在周新生被收
容审查改为劳教期间，公安机
关以涉投机倒把案对其刑事立
案侦查，目前侦查仍在进行中，
故不予赔偿。

周新生不服此决定，向廊
坊市公安局复议。2016年9月2
日，该局作出“刑事赔偿复议决
定书”，给出同样的答复。9月14
日，周新生向廊坊中院提出国
家刑事赔偿申请，法院已立案。

为何刑事立案至今19年，
仍在侦查？11月13日下午，记者
电话采访香河县公安局局长杨
建军，也即国家赔偿义务机关
的法定代表人，他表示只了解
周新生的大致情况，具体问题
找外宣部门。11月14日上午，记

者先后联系香河县公安局、廊
坊市公安局政治处，截至发稿
尚未得到回应。

河北公安厅纪委
曾要求还钱

周新生是北京人，早年曾
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经理。
他回忆，1995年12月17日，时年
50岁的他从位于北京朝阳区的
家中，被河北香河县公安局带
走，并被收容审查。

香河县公安局给周新生家
属的通知书称，周是因有“结伙
作案嫌疑”被收容审查。

警方的扣押物品清单显
示，在周被抓当天，香河县公安
局还扣押了他40万元人民币、
7000美元、一张存款为800元的

存折以及一辆本田轿车、一辆
桑巴洛轿车。

1996 年 6 月，香河县公安
局建议对周新生劳教。1998 年
11 月，周新生被解除劳教。他
说，自从被所外执行，他即开始
向公安部、河北省公安厅等部
门，控告香河县公安局非法扣
押其财产。

控告也得到了回应。周新
生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由河北省
公安厅纪委转给廊坊市公安局
纪委的“案件催办通知”，落款
时间为1999年5月5日。根据公
安厅纪委的催办意见，应将长
期扣押周新生的40万元及有关
物品发还。

2016年11月14日上午，现
已退休的河北省公安厅纪委原
副书记林二立向记者确认了上

述文件的真实性：“有这样一份
文件，后来因为香河县公安局
称周新生被立案侦查了，就搁
置了下来。”

三级法院多次审理
最终仍然败诉

在控告的同时，周新生
还 将 香 河 县 公 安 局 告 上 法
庭，要求返回财物，赔偿经济
损失。多份法律文书显示，从
1999年至2010年这11年间，
周新生诉香河县公安局案历
经河北三级法院多次审理，
最终败诉。

2013年，他向香河县公安
局提出国家刑事赔偿申请，不
过该局以“侦查尚未终结，赔
偿申请不符合申请条件”为

由，决定不予赔偿。他向廊坊
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得到同样
答复。

记者注意到，上述所称的
证据是香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所作的
一份说明，上面写道：“周新生
涉嫌投机倒把案，由于该案案
情复杂，现仍在侦查中。”

2016 年 1 月 7 日，最高
检、最高法联合发布了《关于办
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规定对财产采取
查封、扣押等措施后，办案机关
未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
措施，立案后超过两年未移送
起诉的，且未依法解除查封、扣
押等措施或者返还财产的，属
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侵犯财产
权。 据澎湃等

河河北北一一男男子子 4400 万万财财产产被被扣扣押押 2200 年年
香河警方拒归还，称还未走完法律程序

自去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经历四轮下跌。

“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4轮贬值

去年“8·11”之后

去年年底到今
年 1 月

今年 5 月到 7 月

今年国庆至今

相对世界其他货币
人民币并未贬值

继上周五一举突破6 . 8防
线后，人民币中间价、在岸和离
岸汇率继续全线下跌。其中，人
民币中间价14日再度大幅调降

176点报6 . 8291，继续刷新超
过近7年新低。

其实自“ 8·11”汇改以来，
人民币已经相继出现了4次贬
值潮。而自今年国庆节以来的
最近一次贬值潮，呈现出“小步
快贬”的态势。而外界解读的

“铁底”，也一再被打破。

10月10日是国庆假期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换美
元中间价报出6 . 7008，较上一
交易日（9月30日）大跌230点，
创下2010年9月来最低，也被市
场广泛解读为“央行打开了
6 . 7的铁底”。随后离岸和在岸
人民币纷纷暴跌，打开了这一
轮贬值的序幕。

此后的三个交易日，人民
币中间价连续下调，至10月14
日，“十一”假期后的第一周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即创下今年1
月以来最大单周跌幅。而10月
2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突
破 6 . 75重要心理关口，大跌
247点至6 . 7558。接近10月底，
人民币中间价相继跌破6 . 76
和6 . 77。

但进入11月后，人民币继
续“跌跌不休”，并在11月11日
跌破6 . 8。此前，不少分析师相
信今年人民币最多跌到6 . 8，
现在看来，这一预测也是过于
乐观。

但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

断下跌的同时，人民币兑一篮
子货币却在上周呈现上涨态
势。截至11月11日，CFETS人
民币汇率指数为94 . 33，按周
涨0 . 55。所谓一篮子货币，指
的是将各种货币汇率按比例计
算得来，用于表示人民币和世
界其他货币的汇率。这表示，人
民币相对于世界上其他货币，
并未贬值。

特朗普效应已过
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

尽管人民币不断跌破人们
底线，但大多数分析者认为这
一波贬值是可以解释的。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元走强，
相对来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
然下跌。而这一观点也基本上
与中国官方透露的信息一致。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美元经历了短时震荡后，随后
再次走强。特朗普当选的效应
已然过去，而美联储今年年底
加息的可能也在增加，这都促
使美元不断上扬。就在上周，美
元单周涨逾2%，为一年来最大
周涨幅，美元指数上周五升至
99 . 13，创9个月最高。

同时，也有分析者认为人
民币下跌与中国进出口顺差减
少，以及资金外流压力增大有
关。10月份，中国贸易顺差为
490 . 6亿美元，尽管好于9月份，
但同比收窄了近17%，也低于市
场预期。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已
经连续多月减少，再加上出口低
于预期，这也让不少投资者怀
疑，中国是否会继续通过减持
外汇来阻止人民币贬值。

同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
因，人民币流出的现象也在持
续，这也加快了人民币贬值。有
人选择在国内抛售人民币，换
取美元或黄金。而在国家加强
相关审核之后，不少人想方设
法将人民币转移到境外后，再
兑换成美元。而在境外抛售人
民币，不仅会让离岸人民币汇

率面临贬值压力，还会让境外
投机者能够更方便地获取人民
币，达到沽空人民币的目的。

对普通百姓来说
贬值难言好坏

当然，也有分析者认为，国
内货币超发也是人民币贬值的
重要原因。

10月份经济数据刚刚出
炉，尽管各项数据大多利好，但
仍不能改变经济增长乏力，持
续探底的现实。而与此同时，国
内货币量却在持续增加，且增
加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速。这
就为国内通胀和货币贬值提供
了条件。

具体到今年，尽管央行投
放的基础货币并不多，中央政
府负债率也不高。但各商业银
行大肆扩张信贷规模，各地方
政府也频频举债刺激经济。如
2000年年初中国信贷余额只
有 9 . 3 万亿，如今已经达到
108 . 3万亿，扩大了10倍以上。
信贷扩张的速度远超GDP增
速。

具体来说，今年房地产市
场火热，而在房地产领域，人民
币的贬值尤为明显。同时，今年
中国的“去产能”政策，也包含
着数额巨大的货币补偿。这些
在加速贬值的同时，也增加了
政府的负债压力。当然，官方媒
体和负责人也反复表示，负债
率目前在正常范围内，且这也
不是人民币贬值的基础。

对于未来，分析普遍认为
人民币仍具有贬值的空间，毕
竟美元贬值的可能性不大。但
对于中国以及普通百姓来说，
这种贬值并不存在好与坏之
说。除了赴美留学、旅游以及专
门从事进口美国商品的企业来
说，其他人受到的影响确实有
限。毕竟相比世界上其他主要
货币，如日元、欧元等，人民币
并未出现明显贬值。

据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等

出口疲软，造成顺差收窄，再加上连续多月减持外汇储备，影响了投

资者对人民币的预期。（资料片）

1995年12月，北京市民周新生因“有结伙作案嫌疑”，被河北香河县公安局收容审查，两辆轿车及40余万元被扣押。事发20余年后，2016年3月，周新
生向香河县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解除扣押，返还被扣押物品，赔偿因扣押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但遭到拒绝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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