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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納入SDR 成為第五大國際貨幣
據大陸央行網站12月1日報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董會

於11月30日決定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SDR貨幣

籃子相應擴大至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英鎊5種貨幣，人民幣在

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為10.92%，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的權重分

別為41.73%、30.93%、8.33%和8.09%。IMF表示，由於多年來第一

次有新的貨幣加入SDR，需要給SDR使用者預留充裕時間做好會計和交

易的準備工作，新的SDR籃子將於2016年10月1日生效。

人民銀行表示，基金組織執董會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的決

定，這是對大陸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成果的肯定；大陸感謝基金組織管

理層和工作人員在SDR審查過程中的辛勤工作以及廣大成員國的支持；

人民幣加入SDR有助於增強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完善現行國際貨幣

體系，對大陸和世界是雙贏的結果；人民幣加入SDR也意味著國際社會

對大陸在國際經濟金融舞台上發揮積極作用有更多期許。

大陸市場資金半年外流近3,600億美元
據香港商報11月11日報導，美國聯儲局今年9月沒加息、10月沒

加息，但即使如此，還是帶來新興市場資金大規模外逃，據摩根大通

統計，流出規模是「史無前例」的，光半年的金額，就超過5,700億美

元。

財經網站「Zerohedge」報導，資金流出不完全是美國準備加息所

牽動，但卻是市場最大的憂慮。其餘各新興市場國家，各自有特別的國

內問題，像土耳其的內戰、巴西的政治危機，以及馬來西亞貪腐疑雲等

等，而人民幣貶值，同樣助長了資金的大量流出。摩通統計，今年第2

季及第3季，新興市場出現大量資本外流，僅中國大陸就流出3,600億

美元，其他新興市場也有2,100億美元流出。

此外，由於擔心本國貨幣貶幅過劇，新興市場央行採取干預措施，

造成大量累積的美元資產，在近18個月快速消失，外匯儲備大減。所

謂美元資產「大累積」年代，恐怕已經草草結束。

分析指出，新興市場資金外流導致外匯儲備減少，「量化緊縮」

開始顯現。關於對量化緊縮（QT）的廣泛擔憂，高盛經濟學家潘多認

為，如今新興市場出售外匯儲備規模並不等於當年QE的數量。即使以

美元為主的資產出售速度大致與聯儲局在QE的主要階段購買國債的速

度相同，而前者（QT）也沒有後者（QE）那樣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高盛的金磚時代畫上句號。由於連年虧損，高盛關閉旗

下投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大陸等金磚四國的基金，更稱預期在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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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將來，該基金都不會有顯著增長。這批推出9年的

基金，在過去近5年虧損21%，自2010年高峰期計更

勁蝕88%。據追蹤資金流向的EPFR環球數據顯示，

投資者今年至11月4日，從金磚四國淨撤走14億美

元，由2010年底以來的這股走資潮，累計已撤走逾

150億美元。

稅務總局：企業所得稅優惠合併為55項
據證券日報11月27日報導，稅務總局近日印發

《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事項辦理辦法》，明確對企業

所得稅優惠事項全部取消審批，一律實行事後備案管

理，並編制《企業所得稅優惠事項備案管理目錄》，

從備案時間、備案資料、留存備查資料等方面規範了

備案的操作要點。

《辦法》中指出，企業所得稅優惠事項是指：企

業所得稅法規定的優惠事項，以及稅法授權國務院和

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優惠事項；包括免稅收入、減計

收入、加計扣除、加速折舊、所得減免、抵扣應納稅

所得額、減低稅率、稅額抵免、民族自治地方分享部

分減免等。

《辦法》的核心內容是統一了優惠事項的管理方

式，將所有的企業所得稅優惠事項，按優惠方式進行

拆分歸併，歸納為55項，統一採取備案管理，各地

不得改變管理方式，不得擅自變相審批。同時為了便

利納稅人，進一步精簡了備案資料，確定了留存備查

資料。凡是稅務機關已經掌握或通過申報表可以獲取

的資料，企業無需再提供，統一作為留存備查資料。

據統計，55項稅收優惠中，3項無需備案，28項只需

填報1張備案表，減輕了企業和基層稅務機關的辦稅

負擔。

大陸第三季度房地產投資呈現負增長

據經濟參考報11月10日報導，全聯房地產商會9

日發布第三季度REICO報告顯示，雖然在一系列放鬆

政策影響下房地產市場有所上揚，但三季度漲幅明

顯趨緩，二手房成交量在7月達到峰值後持續環比下

調，三季度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出現1998年以來首

次負增長。

報告顯示，1至9月，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人民

幣7.05兆元，同比增長2.6%，增速連續18個月下

降，比同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7.7個百分點。其

中，三季度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2.66萬億元，同比增

長-0.57%，增速比去年同期降低10.6個百分點，是

1998年以來首次負增長。

具體來看，前三季度，一線、二線和三四線城市房

地產開發投資分別同比增長14.8%、1.3%和1.2%，

增速全部有所下降。與上年同期相比，一線城市房地

產開發投資增速上升1.3個百分點，二線和三四線城

市投資增速則分別下降11.9個和10.5個百分點。

三季度當季，除一線城市投資有所增長外，

二三四線城市均呈負值。數據顯示，三季度，一線

城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11.0%，增速比二季度

下降4.4個百分點；二線和三四線城市房地產開發投

資則同比下降2.2%和1.6%，增速比二季度分別下降

2.9個和3.0個百分點。 

31省份前三季度GDP出爐
根據中新網11月7日報導，大陸31個省份2015年

前三季度GDP數據已全部出爐。數據顯示，24省份增

速超過全國水準，重慶以11%的增速居首，遼寧以

2.7%墊底。與上半年相比，22個省份前三季度增速

出現回升。

大陸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前三季度GDP為人

民幣487兆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9%。

此後，各地陸續公佈前三季度經濟運行情況。截至

11月6日，31個省份前三季度GDP數據均已出爐。其

中，除了上海、北京、河北、吉林、黑龍江、山西、

遼寧這7地外，其餘24個省份的前三季度GDP增速均

超過了平均水準。

在31個省份中，重慶前三季度GDP增速最高，

達11%，貴州以10.8%的增速排名第二，這兩地也

是目前僅有的前三季度GDP增速依舊保持兩位數的地

區。

東北三省前三季度GDP增速排名依然靠後，其

中，遼寧以2.7%的增速墊底，黑龍江前三季度GDP

增速為5.5%，排名倒數第三；吉林前三季度GDP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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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為6.3%，排名倒數第四。

山西前三季度G D P增速也不樂觀，僅增長

2.8%，排名倒數第二。山西省統計局在發布數據時

表示，當前山西省仍處於新世紀以來經濟發展最困難

的時期。

與當地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相比，31個省份

中，包括東北三省在內的22個省份前三季度GDP增速

均出現回升。其中，遼寧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1個百

分點，吉林比上半年提高0.2個百分點，黑龍江增速

比上半年加快0.4個百分點。

大陸人大常委會通過亞投行協定

根據新京報11月5日報導，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

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批准《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協定》（下稱《協定》）的決定。大陸作為

亞投行的第一大股東，認繳股本比重達到30.34%，

《協定》獲批，意味著亞投行向最終生效邁出重要一

步。

今年6月29日，經大陸中央及國務院批准，財

政部長樓繼偉與中國其他49個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

代表分別代表本國在北京簽署《協定》。截至10月

底，已經有54個國家簽署了協定，丹麥為第54個簽

署方，目前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中，還剩科

威特、菲律賓、南非三國尚未簽署《協定》。

10月30日，《協定》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國務院的審核意見為，《協

定》的內容符合大陸法律的基本原則並符合其利益和

實際需要。

樓繼偉表示，作為籌建亞投行倡議發起方和亞投

行最大股東國，大陸應爭取率先完成國內立法機構批

准程式，並推動更多國家及早完成批准程式，使《協

定》早日達到生效條件，確保亞投行在2015年年底

前正式成立並及早投入運作。

根據《協定》規定，至少1 0個已簽署《協

定》、且股份總額占比不低於50%的國家提交批准

書，《協定》才能生效，亞投行才能正式宣告成立。

截至目前，只有緬甸、新加坡和文萊三個國家已提交

批准書，因此《協定》尚未生效。

發改委：前三季度投資　同比下降5.8百分點
根據大陸發改委11月4日發布，今年前三季度，

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長10.3%，同比回落

5.8個百分點，比一季度、上半年分別下降了3.2、

1.1個百分點。其中，製造業投資增長8.3%，同比回

落5.5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2.6%，同比回

落9.9個百分點；投資到位資金增長6.8%，比投資增

速低5.6個百分點。總體上看，投資下行壓力較大，

穩增長積極因素也在不斷累積。

一是基礎設施投資貢獻率進一步上升。1∼9

月，基礎設施投資增長18.1%，對整體投資的貢獻率

達29%，比去年同期上升7.1個百分點。

二是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小幅回升。5、6、

7、8、9月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累計增速分別為

0.5%、1.6%、2.4%、2.7%、2.8%，連續5個月回

升。

三是製造業轉型升級逐步深入。9月，高技術製

造業PMI為55.6%，比上月上升3.4個百分點，為今年

以來的新高。其中醫藥製造和計算機通信等行業PMI

處在較高水準。

四是商品房銷售有所回暖。1∼9月，大陸商品

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分別增長7.5%、15.3%，增速

同比提高16.1、24.2個百分點。

目前發展改革委召開系統投資工作會議，對近期

促投資穩增長進行再部署、再動員，明確提出第四季

度要把促投資穩增長放在各項工作的首要位置，切實

打好投資政策。

16家上市銀行不良貸款超人民幣9,000億
據每日經濟新聞11月4日報導，上市銀行三季

報發現，16家上市銀行不良貸款餘額已達人民幣

9,080億元，且其中15家銀行不良貸款率持續攀

升。儘管部分銀行加大撥備、核銷力度，撥備覆蓋

率仍出現下滑，其中中行和工行分別為153.72%、

157.63%，逼近監管紅線。《證券時報》另指稱，

大陸銀行業正在與監管部門磋商當前的壞帳撥備監

管規定。

今年下半年以來，受經濟增速放緩等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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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銀行業不良貸款餘額持續攀升。三季報數據顯

示，與去年末相比，僅寧波銀行一家不良貸款率略有

下降，下降0.01個百分點，其餘15家上市銀行不良

率均呈攀升趨勢。同時，《每日經濟新聞》統計發

現，五大行不良資產壓力較大。其中，工商銀行、農

業銀行和建設銀行的不良貸款繼續超過千億元，分

別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幣541.88億元、469.11億元、

368.00億元。

《每日經濟新聞》指出11家上市行撥備覆蓋率

低於200%，而其中降幅最大的是興業銀行，比6

月末下降31.57個百分點，其次為農業銀行和平安

銀行，分別下降20.69和16.06個百分點。值得注意

的是，中行撥備覆蓋率最低為153.7%，工行則為

157.6%，逼近銀監會規定的150%的紅線。

大陸正式申請加入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據BBC中文網11月5日報導，大陸正式申請加入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預計該銀行最早將在

下周提交股東會議批准。該銀行由七國集團國家主

導，很可能將在12月做出最後決定。屆時，大陸將

持有該銀行象徵性的股份，但是將不會成為歐洲復興

開發銀行的運營國。

如果申請獲得批准，大陸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與歐洲的關係將日益緊密，並有利於擴大其在全

球的影響力。加盟該銀行將為中國大陸向基礎設施以

及「新絲綢之路」或「一帶一路」項目上的其他投資

開闢新的管道，使大陸與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市

場對接起來。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代理首席經濟學家漢斯·彼得·

蘭克斯說，「大陸剛剛在幾天前提出正式申請加入歐

洲復興開發銀行，這是要由銀行董事會討論。」他

說，「我們預計將在12月中旬做出決定。」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章程第一行就是成員國必須

是「尊重人權、支持市場經濟的多黨制民主法治國

家」。但是這些要求並未阻止中亞各國加入歐洲復興

開發銀行，在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去年發放的89億歐

元貸款中，有8億歐元是給中亞國家的。與亞投行和

其他中資銀行合作，將有利於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擴大

在中亞地區的業務，中亞位於「新絲綢之路」的陸路

中心。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成立於1991年，總部設在英

國倫敦，目的在協助中、東歐及中亞地區等受援國，

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並邁向民主政治及多元

化社會。歐盟委員會、歐洲投資銀行和39個國家擁

有該行股權，最大持股者是美國，股權佔比10%，

其次是佔比各8.5%的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

和英國，東歐國家佔比合計11.9%，其中前蘇聯佔

6%。截至2000年5月，該行共擁有61個成員，包括

59個成員國和2個國際機構：歐盟和歐洲投資銀行。

人大報告：網絡銷售貨品逾四成是假貨

據BBC中文網11月3日報導，大陸人大常委會執

法檢查組提交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情況報告

指出，大陸網上售賣的貨品中，逾四成是假貨或品質

低劣，顯示網購市場增長迅速，但深受假貨問題影

響。

大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情況報告指，只

有約59%的網上售賣的貨品是正品或品質優良，假

貨侵權問題嚴重，令希望打入大陸市場的外商頭痛不

已。淘寶上不少用戶售賣假貨，令母公司阿里巴巴需

遊說美國政府，免得被打入賣假貨黑名單。

另一方面，大陸網上購物市場增張強勁。報告指

出，去年的網購交易額達2.8萬億人民幣，增長約四

成。不過，大陸政府需加強立法及制定其他措施保護

消費者。現時，消費者應如何索償，及如何監管網購

經營者，仍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

報告指，工商部門去年收到約7萬8千件有關網

上購物的投訴，上升三倍多。另外，報告指出預付卡

消費亦問題叢生。去年，預付卡銷售額為約9,069億

人民幣，當中只有約一半的份額由人民銀行批准或已

向商務部備案，其他還未納入監管。

根據上海市工商局估計，全市發卡約有10萬家

商戶，但已向上海市商務委備案只有351家。

美國再次敦促大陸不人為降低人民幣匯率

根據BBC中文網11月10日報導，美國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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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烏（Jack Lew）同日在美國華爾街貿易團體「證券

業與金融市場協會」（SIFMA）召集的一次會議上呼

籲，大陸應該堅持改革的道路，而不應該試圖以降低

匯率的方式參與競爭。

由於全球擔心大陸經濟放緩以及美國央行可能提

高利率，大陸曾出現一陣資本外流潮，而今年8月11

日出人意料地讓人民幣貶值，更加劇了這一趨勢。許

多美國國會議員批評大陸有意讓人民幣貶值，以增強

自己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李烏表示，美國必須要求大陸保持自己做出的承

諾，並且敦促其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推進改

革。但是他警告說，「吃一口布丁才能斷定它的味

道。我們現在必須看看大陸如何執行自己新的五年

計劃，看看他們是否願意忍受由於改革而帶來的震

動。」

大陸海關總署公布促進外貿穩定措施

據中證網11月26日報導，海關總署近期推出

《海關總署進一步促進外貿穩定增長若干措施》，以

解決企業實際困難，使通關更便捷、服務更高效，促

進外貿穩定增長和轉型升級。

海關總署表示，今年以來，大陸外貿形勢複雜嚴

峻，前10個月外貿進出口同比出現「雙降」。海關

通過深入重點企業調研、召開座談會、發放調查問卷

等形式，制定了《海關總署進一步促進外貿穩定增長

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共18條，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進一步改進通關監管服務，包括加快推動國際貿

易單一視窗建設、推動口岸資訊共用共用機制化建

設、優化查驗監管機制、繼續推廣「雙隨機」抽查機

制、實施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改革、推動增設口岸進境

免稅店；二是進一步推動加工貿易創新發展，包括積

極創新和復制自由貿易試驗區海關監管制度、推動海

關特殊監管區域整合優化、完善加工貿易管理模式；

三是進一步清理和規範進出口環節收費，包括放開電

子口岸預錄入系統（QP系統）的準入限制、規範艙

單傳輸收費、推動降低轉關運輸監管車輛收費、加快

推動對查驗沒有問題的企業免除吊裝、移位、倉儲等

費用的政策落地；四是進一步做好海關統計、打私、

國際合作工作，包括加大海關統計工作力度、全力打

擊走私規範進出口秩序、深化海關國際合作。

房地產投資負拉動　建材業過半虧損

據經濟參考報11月26日報導，大陸統計局表示

今年1至10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

連續19個月出現下滑，也再次成為1998年房改以來

大陸經歷的最差投資資料，而在兩年前，這一資料還

長期維持在20%以上。

交銀金研中心最新資料顯示，10月房地產開發

投資單月增速為-2.4%，這是繼8月增速為-1.1%、

9月增速為-3.1%後，連續3個月負增長。此外，房

屋新開工面積除9月為增速外，10月再次跌入零值以

下，同比增速-24.5%，累計增速更是從2014年後全

線負增長。

造成巨量庫存的主要原因則是過去10幾年地方

在建設擴張過程中的無序開發。然而，住房的需求量

卻是有限的。2015大陸居民金融能力報告調查資料

顯示，居民家庭房產擁有率達到83.43%，擁有兩套

以上房產的家庭占到40.07%；其中有52.07%的家

庭，房產價值占家庭總資產一半以上，16.19%的家

庭這一比例占80%以上。

資料顯示，前三季度，近半數水泥、平板玻璃企

業虧損，水泥虧損企業虧損額高達人民幣170億元，

平板玻璃虧損企業虧損額人民幣30億元。更為嚴重

的是，當前水泥、平板玻璃行業雖然有半數企業保持

微利，但實際情況是其中許多企業是處於隱性虧損狀

態。

大陸水泥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孔祥忠表示，

今年以來水泥價格持續下滑，前三季度全大陸通用水

泥平均出廠價格每噸比去年同期下降10％。9月份全

大陸通用水泥月平均出廠價格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

以來的最低水準。

大陸建築材料聯合會在國務院部分行業協會負責

人座談會上發布的報告便指出，自2012年3月以後，

大陸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同比連續40個月下降，

目前工業產品出廠價格只相當於2007年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