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下午消息，瑞士央行宣

布取消汇率下限，下调利率至

-0.75%。欧元兑瑞郎跌至1 .0800

为201 1 年9月份以来最低；美元

兑瑞郎直线跳水近1 50点，刷新

两个月低位0.9255，因瑞士央行

下调利率至-0.75%。

数据显示，瑞士央行将活期

存款利率从-0.5%降至-0.75%，

将3个月Li bor 目标范围降为-1 .

25%至-0.25%。

在欧洲央行启动QE的预期升

温之际，瑞士央行的降息和放弃

利率限制的举动给了欧元狠狠一

击，这意味着欧元从此失去最后

的买家，也失去了最后的底线。

周四，瑞士央行毫无预兆的

宣布取消汇率下限，称维持欧元

兑瑞郎下限不再合适。与此同

时，瑞士央行将3个月期Li bor目

标区间下调到-1 .25%至-0.25%；

将活期存款利率降至-0.75%。

在瑞士央行放弃利率限制

和降息的双重打击下，欧元兑瑞

郎汇价击穿1 .20关口，并迅速下

跌至1 .0下方。

瑞士央行的举动或反映其

对欧洲央行1 月22日会议上启动

政府债券购买计划的担忧，届时

欧元汇价势必暴跌，从而加重瑞

士央行维持汇率稳定的压力，因

而瑞士央行选择抢先取消欧元

兑瑞郎1 .20的汇率下限，并进一

步降息，以迎接可能到来的欧版

QE的冲击。

眼下瑞士央行的举动无异

于为欧元汇价“ 松绑”，欧元汇

价跌向此前投行们预计的1 .1 0

的可能性正在无限制的增长。

东财

[链接]

中国人民银行15日发布了

2014年我国主要金融数据：在新

增贷款创下历史新纪录的同时，

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放缓为近

年来新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 反差”？

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人民

币贷款增加9.78万亿元，不仅比

上年多增8900亿元，而且高于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初期2009

年创下的9.59万亿元最高纪录。

在新增贷款创下新高、结构

有所优化的同时，另一标杆性金

融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却明

显放缓：2014年12月末，我国M2

余额为122.84万亿元，同比增长

12.2%，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

年末低0.1个和1.4个百分点，比

年初预期目标低0.8个百分点左

右。

“ M2确实低于市场预期，可

以说在历年中也是比较低的。主

要有三个原因：外汇占款明显减

少、同业业务监管加强、存款偏

离度考核，三个因素叠加使得

M2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反映

社会的流动性状况。”盛松成解

释道。

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末我

国外汇占款新增6411亿元，比

2013年少增了2万多亿元，是历

史次低水平。盛松成分析，投放

基础货币有两个主要渠道，外汇

占款和人民币贷款。外汇占款大

量减少，使得央行通过购买外汇

投放基础货币大量减少。

监管方面的调整也影响了

M2数据。2014年监管部门加强

了对同业业务的监管，使得同业

资金放缓，导致了货币派生能力

的下降。而存款偏离度考核的推

出，使得季末、年末商业银行存

款“ 冲时点”减弱，使得12月份

末存款增长不及往年，而存款是

M2中相当大的一块。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

平认为，2014年货币创造相对较

缓。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展略有放

缓是直接原因，而利率市场化、

金融创新加强的环境下，商业银

行存款增速放缓、负债结构变化

较明显是深层次原因。

“ 我们已经不能再像以前

那样，货币供应量增长非常快

了。”盛松成认为，经济进入新

常态，金融也会出现新常态，随

着经济增速和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的回落，未来M2增速在12%左

右可能会比较适当。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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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昨日，央行发布

201 4年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 2

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 额

1 22.84万亿元，同比增长1 2.2%，

但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末

低0.1 个和1 .4个百分点；另外狭

义货币（ M1 ） 余额34.81 万亿

元，同比增长3.2%，增速与上月

末持平，比上年末低6.1 个百分

点；流通中货币（ M0）余额6.03

万亿元，同比增长2.9%。201 4年

净投放现金1 688亿元。

其中，1 2月份新增人民币贷

款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1 2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973亿元，

同比多增21 49亿元。1 2月末，本

外币贷款余额86.79万亿元，同

比增长1 3.3%。月末人民币贷款

余额81 .68 万亿元，同比 增 长

1 3.6%，增速比上月末高0.2个百

分点，比上年末低0.5个百分点。

201 4年人民币贷款增加9.78万

亿元，同比多增8900亿元。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3.29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

加1 .0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23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

部门贷款增加6.48 万亿元 ，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1 .40万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3.83万亿元，票

据融资增加9574亿元。月末外币

贷款余额83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全年外币贷款增加582亿

美元。

201 4年，银行间人民币市场

以拆借、现券和债券回购方式合

计成交302.44万亿元，日均成交

1 .21 万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28.5%。1 2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

拆借和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

平均利率均为3.49%，分别比上

月高0.67个和0.70个百分点，分

别比上年同期低0.67个和0.79个

百分点。

此外，201 4年1 2月末，国家

外汇储备余额为3.84万亿美元，

人民币汇率为1 美元兑6.1 1 90元

人民币。201 4年，以人民币进行

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

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累计发生

5.9 万 亿 元 、6565 亿 元 、1 866 亿

元、8620亿元。

社会融资方面，201 4年社会

融资规模为1 6.46万亿元，比上

年少8598亿元。从结构看，201 4

年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

规模的59.4%，同比高8.1 个百分

点；外币贷款占比2.2%，同比低

1 .2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

1 5.2%，同比高0.5个百分点；信

托贷款占比3.1 %，同比低7.5个

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

占比-0.8%，同比低5.3个百分

点；企业债券占比1 4.7%，同比高

4.2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

股票融资占比2.6%，同比高1 .3

个百分点。

2014年我国新增贷款创历史新高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4万亿美元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昨日，P2P平台点融

网宣布，获得老虎基金（ Ti ger

Fund）的投资。不过，点融网并未

透露老虎基金此次的投资金额

和持股比例。这是点融网在过去

的三个月里，第二次宣布融资相

关的消息。去年1 0月，点融网刚

宣布获得新鸿基有限公司的投

资并结成战略合作关系。

据了解，老虎基金一直颇为

关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机会，先

后 投 资 了 阿 里 巴 巴 、 京 东 、

Twi t t er、Facebook等国内外的互

联网公司。而此次投资点融网，

是老虎基金第一次投资中国互

联网金融领域，也是老虎基金目

前投资的唯一一个中国互联网

金融项目。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记者获悉，日前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公司正式向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递交了ARJ 21

商用飞机的航空一揽子保险保

单，国内第一张制造商航空责任

险保单由此诞生。

ARJ 21 飞机是国内首款按照

国际适航标准设计生产的喷气

支线客机，于2008年1 1 月28日首

飞，201 4年1 2月30日取得中国民

航局TC证，累计安全试飞2942架

次，5258飞行小时。购买航空产

品责任险是国际航空制造企业

的通行做法，国际主要飞机制造

商均购买了高额产品责任险。

据悉，此次签署的航空一揽

子保险由三部分组成，包括机身

一切险与制造商综合责任险、安

装工程一切险、机组人员意外伤

害保险。其中安装工程一切险和

机组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由人保

财险独家承保，机身一切险与制

造商综合责任险则由1 2家财产

保险公司组成的共保体共同承

保，人保财险为第一承保人。

人保财险承保ARJ21飞机

点融网获得老虎基金投资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昨日，上海市金融学

会票据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新

常态 新机遇”票据论坛在沪举行。

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了上海市

金融学会票据专业委员会理事、

常务理事、副会长单位，宣布了会

长单位为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

部，并审议通过了《 上海市金融

学会票据专业委员会工作制度》

和《 上海市金融学会票据专业委

员会201 5年工作计划》。

近年来，上海票据市场快速

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票据

交易量持续增长。201 4年1 -1 1

月，上海地区票据融资累计9.89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70%，跨地区

交易日益频繁，市场专业化程度

明显增强，逐渐成为上海企业短

期融通资金的重要渠道，促进了

上海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上海票

据市场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区

域性票据市场中心。

市金融学会票据委员会成立

为何信贷创新高而货币供应放缓？

瑞士央行降息 取消汇率下限
瑞郎暴跌超20% 瑞士股市暴跌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