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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7日公布数
据，截至2018年9月末，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为30870亿美元，较8月
末下降227亿美元，降幅为0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
人王春英表示，美元指数与8月
末基本持平，主要非美元货币
汇率有涨有跌，主要国家债券
价格小幅下跌。“汇率折算和资
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综合作用，
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下降。”

“美联储加息对债券市场的
影响比较明显，美国国债收益率
上行较快，美国5年期国债收益
率在近期也突破了3%，而10年期
国债收益率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都维持在3%以上。”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衍生品研究院首席经
济学家赵庆明说，债券资产在各
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都比较大，
美联储加息带动了全球债券价
格下跌，也影响了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的资产重估。

王春英表示，展望未来，虽
然外部环境仍面临较大不确定
性，但我国经济稳健的基本面将
继续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提供
坚实的基础。“国内外因素综合
作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在
波动中保持稳定。” 据新华社

汇率
降准后对汇率
支撑更加巩固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降准释放的部分资金用于
偿还中期借贷便利，属于两种
流动性调节工具的替代，而余
下资金则与１０月中下旬的税期
形成对冲，因此，在优化流动性
结构的同时，银行体系流动性
的总量基本没有变化。

有人担心，降准会加大人
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对此，专家
认为，当前，我国国际收支状况
总体平衡，降准不会对人民币
汇率形成贬值压力。

人民银行表示，本次降准
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
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基本面对
人民币汇率的支撑更加巩固。
作为大型发展中经济体，中国

出口有较强的竞争力，同时，中
国经济以内需为主，制造业门
类齐全，产业体系较为完善，进
口依存度适中，人民币汇率有
充足的条件保持在合理均衡水
平上的基本稳定。

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
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定向调
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
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
合理增长，为高质量发展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
的货币金融环境。

股市
有助于
提升股市信心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
家杨德龙认为，央行此次举措可
以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资金
来源，促进提高经济创新活力和
韧性，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同时大幅提升股市信心。

从历史数据来看，2017年，
长江策略研报曾分别统计了从
2014年以来，定向降准和全面
降准之后5个交易日、30个交易
日以及90个交易日，上证综指
和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整体来
看，定向降准后市场并没有表
现出明显的规律。而全面降准
后，市场在短期(5个交易日、30
个交易日)大概率上涨，但长期
来看并无明显的规律。

楼市
房地产企业仍应
做好过冬的准备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
究员张明认为，本次央行能
够降准的另一个背景，是房
地产市场已得到基本控制。
关于房产税的讨论也在影响
市场相关主体的预期。只要
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松，央行
降准预计对房地产市场的影
响非常有限。房地产企业仍
应做好过冬的准备。

“当然不是为了给楼市喘
气，但难以避免，楼市将有所获
益。”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撰文指出，这一轮降准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证市场流动性，主要
小微企业的流动性，精准向实
体经济注水，目的绝不是楼市、
股市。 综合新华社等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７日决定下调
部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
金率１个百分点，市场将迎来年
内第四次降准。专家表示，本次
降准仍属于定向调控和对冲操
作，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此
举能够进一步优化商业银行和
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结构，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支持小微企业、民营
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力度。

人民银行决定，自１０月１５
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
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
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
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１个百分
点。降准所释放的部分资金用
于偿还１０月１５日到期的约４５００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ＭＬＦ），这
部分ＭＬＦ当日不再续做。除去
此部分，降准还可再释放增量
资金约７５００亿元。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
明认为，这次降准的目的在于
优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流
动性结构，通过降低中小企业
的融资成本来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

“降准置换ＭＬＦ不仅可降
低银行融资成本，还能优化期
限结构，使金融机构获得稳定
的长期资金，进而降低实体经
济融资成本。”中国社科院金融
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其实，这是年内第二次定
向降准置换中期借贷便利。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
学家吴庆表示，目前市场上的
ＭＬＦ较多，降准置换ＭＬＦ符合
市场预期。未来，央行或将继续
采取ＭＬＦ等工具及时预调微
调流动性。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温彬表示，本次降准１个百分
点，释放资金１．２万亿元，其中
释放增量资金约７５００亿元。但
降准不改货币政策稳健基调，
旨在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
成本。 据新华社

我我国国外外汇汇储储备备

规规模模小小幅幅下下降降

央行年内第四次降准，释放超万亿元支持实体经济

降降准准不不改改货货币币政政策策稳稳健健基基调调

降降准准如如何何影影响响汇汇率率、、股股市市、、楼楼市市？？
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贬值压力

据统计，
自2011年12月
至2018年7月5
日，存款准备
金率一共下调
1 0次，大型存
款类机构存款
准 备 金 率 从
21 . 5%变动至
15 . 5%，中小型
存款类机构存
款准备金率从
19 . 5%下调至
13 . 5%。

今年1月25日

央行实
施了普惠金
融定向降准，
当时释放长
期流动性约
4500亿元。

今年4月25日

央行宣布下调大型商业银
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
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
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
百分点；同日，上述银行将各自
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使用降
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借央行
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这次
降准，除去9000亿元置换部分，
释放增量资金约4000亿元。

今年7月5日

央行宣布下调国
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
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
银行、城市商业银行、
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
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
准备金率 0 . 5个百分
点。这次降准释放资金
约7000亿元。

此前三次降准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部分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１个百分点，释放超万亿元支
持实体经济。央行年内第四次
降准，将如何影响楼市、股市、
汇率？

财政部部长刘昆：正研究更大规模减税、更加明显降费措施

积积极极财财政政政政策策不不是是““大大水水漫漫灌灌””
保持中国经济列车行稳致远，一个重要前提是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宏观环境。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减税税

降费如何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针对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昆接受了采访。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更加积极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
已经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更加积极。

刘昆说，从执行情况看，今
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除了表
现在大力减税降费，还有加快
债券发行和提速预算执行，确
保地方政府加快资金使用，尽
快发挥效益。

数据显示，截至9月26日，地
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已完成全
年计划的91.8%，新增专项债券
已完成全年计划的85%；前8个
月全国财政支出完成预算的
67%，9月份进度继续加快。

刘昆说，积极的财政政策
更加积极，绝不是要搞“大水漫
灌”式的强刺激，而是要提高政
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
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

更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将
从加力减负、补齐短板、促进消
费、节用裕民方面继续发力。

下半年财政收入
增速将回落

在减税降费力度持续加
大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财政
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引发
舆论关注。

刘昆说，在积极财政政策
作用下，今年减税降费力度进
一步加大。除年初确定的全年
减税降费1 . 1万亿元的政策措
施外，又出台了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等的一系
列措施，预计全年减税降费规
模超过1.3万亿元。

“我们在年初编制预算时
已经预料到，今年上半年财政
收入会保持一定增速，但下半
年增速将回落。”刘昆说。

他强调，减税政策效应显
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如部分行
业增值税税率从5月1日起下
调，国内增值税前5个月平均
增速为19 . 5%，自6月份以来
逐 渐 下 降 ，8 月 份 已 降 至
2 . 1%。“随着时间推移，企业
对减税降费的获得感会有所
增强。”

“我们还在研究更大规模
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
施。”他表示，随着相关政策落
地实施，后几个月财政收入增
速将在低位徘徊。但在税负进
一步降低的情况下，预计全年
收入能够完成年度预算，可能
还会略有超收。

有能力克服中美
经贸摩擦带来的冲击

美国新政府上任以来，奉
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
升级对华经贸摩擦。

刘昆表示，美方的做法，
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利益，也损
害了外国在华企业的利益；同
时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动摇
了各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
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全
球经济预期增长率调低了0 . 7
个百分点。

刘昆坦言，有局部地区、
部分企业受到一定冲击，但中
国有能力把冲击的影响缩到
最小。对于受影响企业，财政
部门已经制定了帮扶措施，包
括协调解决企业在出口方面
的问题，支持受影响企业内部
转岗和技能培训等，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

此外，9月26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将从今年
11月1日起降低1585个税目工
业品等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再
次展现我国主动扩大开放的
决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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