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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增長韌性 加快動能轉換

人行幣策委：把好供給總閘門
【香港商報訊】人民銀行貨幣政策
委員會舉行今年第一季度例會分析國內
外經濟金融形勢。會議認為，目前中國
經濟呈現健康發展，經濟增長保持韌
性，增長動力加快轉換。人民幣匯率總
體穩定，金融市場預期改善，應對外部
衝擊的能力增強。穩健的貨幣政策體現
了逆周期調節的要求，宏觀槓桿率趨於
穩定，金融風險防控成效顯現，金融服
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率逐步提升。國
內經濟金融領域的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
化，但仍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和突出矛
盾，國際經濟金融形勢錯綜複雜，不確
定性仍然較多。

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2019 年第一季度例會 4
月 12 日在京召開，由人行行長兼貨幣政策委員會主
席易綱主持，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連維良、劉偉
（財政部）、陳雨露、劉國強、寧吉喆、郭樹清、
易會滿、潘功勝、田國立、劉世錦、劉偉（人民大
學）、馬駿出席會議。丁學東因公務請假。圖為山
西太原銀行工作人員清點貨幣。
中新社/資料圖

不搞「大水漫灌」
會議指出，要繼續密切關注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的
邊際變化，增強憂患意識，保持戰略定力，堅持逆周期
調節，進一步加強貨幣、財政與其他政策之間的協調，
適時預調微調，注重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穩健的
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不搞 「大
水漫灌」，同時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廣義貨幣 M2 和
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
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
雙支柱調控框架，穩妥推進利率等關鍵領域改革，進一
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按照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的要求，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優化融
資結構和信貸結構，努力做到金融對民營企業的支持與
民營企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相適應。綜合施策提升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改進小微企業和 「三農」金
融服務，推動穩健貨幣政策、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和發揮
資本市場功能之間形成三角良性循環，促進國民經濟整
體良性循環。進一步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
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提高參與
國際金融治理能力。

幣策委新措辭
今年一季度

去年四季度

政策協調

進一步加強貨幣、財政與其他政策之間的協調，適時預調微調

——

利率改革

穩妥推進利率等關鍵領域改革

——

三農和小微

改進小微企業和 「三農」 金融服務

——

對外開放
逆周期調節

堅持逆周期調節

加大逆周期調節的力度

其他

着力激發微觀主體活力

——

進一步強調「六穩」
會議強調，繼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堅持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着力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創新和
完善宏觀調控，進一步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
資、穩投資、穩預期。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
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在利率、
匯率和國際收支等之間保持平衡，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
展，穩定市場預期，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守
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重提「流動性閘門」
中信證券關於 2018 年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解
讀，報告中 「中性」和 「閘門」的消失，往往意味着邊
際寬鬆的貨幣政策。
而今年一季度的人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重新將 「閘
門」一詞放回，強調 「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不搞大水
漫灌」。這或許意味着貨幣政策有了新的調整。對此，
廣發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郭磊認為：大的基調沒變，根
據現實情況的理解，每次強調的內容略有側重。從衰退
後期向復蘇前期過渡。

樂視網再發退市預警
樂視網（300104.SZ）昨晚再發公告，提示其
股票存在被強制終止上市的風險。根據公告顯
示，4 月 5 日至 12 日，賈躍亭持股再度減少約
867 萬股被司法處置股票用於償還債務。
公告稱，公司存在無法償還天津嘉睿 2017 年

進一步擴大金融高水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 進一步擴大金融高水開放，
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
增強金融業發展活力和韌性

降準落空重創 A 股
受美股上周五大漲提振，內地股市
15 日 開 盤 暴 漲 ， 上 證 綜 指 不 但 收 復
3200 點關，最高更到 3254 點，逼近本
輪行情最高點 3288 點。但早盤快結束
的時候開始變臉，午後盤更反復向下，收盤上證綜指
下跌 10.84 點或 0.34%，收盤報 3177 點；深證成指下
跌 78 點或 0.78%，收盤報 10053 點，開始考驗萬點大
關支撐。A 股盤中變臉，主要是因為市場對寬鬆政策
的預期落空。綜合各方面信息，4 月預期的降準，基
本沒戲了。

做多衰竭 突然變臉
15 日早盤多頭的強勢上攻，讓市場做多熱情高漲。
美國股市已經逼近歷史高點，激勵 15 日開盤的亞太
股市，上證綜指漲幅一度超過 2%。但是，消息面的
變化，讓市場冷卻下來。
儘管 3 月份的經濟數據已經出現了轉暖的跡象，但

11 月借款本息 13.15 億元風險，截至 2019 年 2 月，已逾期金
融機構借款類債務約 20.84 億元（含融創房地產代樂視網墊
付中泰創盈貸款本息 19.14 億元）。
另一方面，繼第一次拍賣無人問津之後，昨日樂視控股
持有的北京財富時代置業有限公司全部股權二次拍賣又以
流拍告終。截至收盤，樂視網報 2.56 元，市值 102.1 億元。

3 月末外匯佔款環比減少
15 日，人行網站發布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顯示，3
月末銀行外匯佔款 21.3 萬億元，環比減少 4.59 億元。

阿里料明年成交萬億美元
在美上市的阿里巴巴集團全球化業務總裁趙穎 15 日在香
港出席互聯網經濟峰會時表示，阿里巴巴網站的總成交額
預計將在 2020 年達到 1 萬億美元。
趙穎指，2018 年阿里巴巴的網站總成交額超過 7000 億美
元，未來期望繼續維持高速增長。她表示，由於互聯網經
濟准入門檻低、速度快，並且對較不發達地區有幫助，阿
里希望將數字經濟發展得更普惠、更綠色，並幫助中小企
業獲得更多發展機遇。她又指，阿里制定了長期的全球化
戰略目標，即在 2036 年能夠覆蓋 20 億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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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接到公司股东张之君先生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通知：
一、张之君先生股票质押情况
2019 年 4 月 15 日，张之君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4.42%，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数的 58.99%）质押给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止，张之君先生持有本公司 40,007,750 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7.49%，其中质押股份 23,6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4.42%，占其持有
本公司股份数的 58.99%。
二、股票质押目的、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本次股票质押目的是张之君先生个人资金需求；张之君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
备相应的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张之君先生质押的股份
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星岛酒店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
回被质押股票等方式进行应对，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6 日

市場仍然不願意放棄降準這個靈丹妙藥，各路專家紛
紛言之鑿鑿的預測人行會在 4 月份或是 6 月份降準，
大有不降準就會將這個猜想繼續下去的意思。上周五
發布的 3 月金融數據樂觀，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
用讓中小企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資金支持，也讓人行
在貨幣政策的選擇上有了喘息之機。但市場仍在執着
地預測降準時點不是 4 月份就是 6 月份。現在看，至
少 4 月份降準無望了。
內地股市 15 日變臉的第二個原因，是跟風資金明
顯收斂。自從 4 月 1 日內地兩市場成交額突破萬億
元，達到 10050 億元後，兩市成交額就持續萎縮，12
日萎縮到 6771 億元，15 日劇烈震盪兩市場成交額也
只有 7758 億元。A 股至今仍是典型的資金推動型市
場，沒有增量資金的持續拉抬，瘋牛行情就會無以為
繼。
今年 1 月 4 日開始的本輪瘋牛，已經讓上證綜指最
大升幅達到 848 個點或 34.75%，而深證成指同期最大

升幅更超過 50%。內地股市已經逐漸遠離了底部區
域，估值高企，獲利盤豐厚，場外資金進場興趣開始
減弱；而 3000 點到 3500 點是內地股市歷史套牢最沉
重的區域，沒有天量的增量資金進場，市場突破這個
瓶頸就會非常困難。

快將作出方向性選擇
相信 A 股會在 5 月作出方向性選擇，反覆向好會是
大概率事情。一是因為中美貿易談判接近尾聲，出現
偏暖結果的可能性非常大，這勢必會提振股市表現；
二是中國經濟出現企穩回暖的嫩芽，這會讓多頭有更
多的做多理由；加上人行副行長陳雨露 13 日指，中
國股市正顯示出觸底和復蘇跡象。隨着國際機構投資
者進行多元化證券投資，以及中國進一步開放債市和
股市，去年外國證券投資流入達到創紀錄的 1200 億
美元。鑒於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越來越多地被納入國
際指數，外國證券投資流入的潛力正在上升。 王長久

降準預期降溫 聚焦本周數據
【香港商報訊】圍繞是否降準，與昨日對外發布的
人行幣策委不搞 「大水漫灌」一脈相承，多家官方媒
體紛紛為降準預期降溫。但即便在上周五發布的社融
數據大幅度回暖，人行無需採取迫切行動，仍難以在
市場達成共識。在降準問題上，各大券商分析師眾說
紛紜，有部分人士堅持預判降準時點不是 4 月就是 6
月，理由是 4 月仍有不小的流動性缺口、中小企業需
要繼續給予資金支持。本周，一季度經濟數據將公
布，市場高度關注。

連續 18 日暫停逆回購
據人行官網公告，目前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處於合
理充裕水平，4 月 15 日人行不開展逆回購操作。這是
人行連續第 18 個交易日不開展逆回購操作。而本周公
開市場有 3665 億元 MLF 到期，無逆回購到期。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本周流動性承壓，將成為觀察
人行流動性調控的關鍵時點。小長假因素致本月稅期
後延，本周稅期因素的影響會逐漸加大，加上 MLF 到
期、信貸投放消耗超儲、政府債券發行繳款等多因素
影響，貨幣流動性料進一步承壓。
逆回購停擺多日，市場降準預期逐漸升溫。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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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五）在飞亚达科技大厦 20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职工代表 40 人，
实际参加表决职工代表 40 人，本次会议由公司工会委员会副主席曹平女士主持。经与会职工
代表认真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鉴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邹志翔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并辞去其职工代表监事职
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选举方嘉盛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并与其它两位监事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
期三年，与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方嘉盛先生，1987 年 12 月出生，华南师范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学士。现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
助理。曾任本公司财务部高级业务经理。
方嘉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被执行人”
或《关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责任主体
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人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
常務副院長盛松成昨日公開表示，近期降準的必要性
下降，此後降準與否仍需進一步觀察，目前貨幣供應
量開始回升、流動性較為充裕，而外匯佔款的缺口並
不一定要用降準來填補。
《經濟參考報》也在周一刊文指，年初以來金融數
據向好，表明中國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的效果開始逐
步顯現，貨幣傳導機制也有望進一步得到疏通。這意
味着短期內不會出台更大力度的寬鬆舉措。
但文章亦強調，站在目前時點來看，對經濟面的確
可以樂觀一些，經濟基本面尚不足以讓政策寬鬆的總
基調 「踩剎車」。然而中國貨幣當局政策一貫以來都
是強調相機抉擇，會適時微調預調。鑒於經濟有企穩
跡象，意味着短期內不會出台更大力度的寬鬆舉措，
但年初以來已經制定的各項寬鬆政策很大可能還是會
執行。比如說，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已明確提出 「加大
對中小銀行定向降準力度，釋放的資金全部用於民營
和小微企業貸款」，再疊加二季度銀行體系流動性缺
口還是較大，後續降準依然會是貨幣當局政策的選
項。

當降則降才是靈丹妙藥
然而《證券日報》在周一的刊發署名為 「閻躍」的
評論文章中稱：降準與否要看實體經濟的需要，當降
則降、毫不遲疑才是靈丹妙藥。但文章又強調：中國
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需要方方面面的全力配合，指
望降準包治百病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仍有券商堅持預判降準
中信證券研判依舊預期降準。中信認為，預計貨幣
政策短期將維持合理穩定，二季度流動性仍有缺口，
或採取降準或 MLF/TMLF 置換的方式填補。整體來
看，6 月 MLF 到期壓力較大，仍然保留判斷 6 月降準
的可能性，但在合理穩定的基調下，亦不排除人行通
過 MLF 或 TMLF 等工具進行流動性補充。融資結構的
持續改善將是貫穿今年的主要旋律，而伴隨結構改
善，信用的疏通渠道也將繼續恢復，幫助實體經濟企
穩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