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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昨日表示

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总体可控

■B03
去年基金专户规模达12.6万亿

数据显示，2015年1至12
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逆差29361
亿元人民币（等值 4659 亿美
元）。其中，银行代客累计结售
汇逆差32482亿元人民币；银行
自身累计结汇11147亿元人民
币，累计售汇8026亿元人民币，
累计结售汇顺差 3121 亿元人
民币。

外管局新闻发言人昨日表
示，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
依然复杂多变，外汇储备上下波
动属于正常现象。未来随着人
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

完善，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
储备规模上下波动可能成为新
常态。

对于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较
2014 年末下降 5127 亿美元的
情况，该发言人对于减少的外汇
储备去向做了说明。他表示，
2015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余额为3.33万亿美元，较2014
年末下降5127亿美元。影响外
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因素比较多，
既包括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
也包括外汇储备投资资产的价
格波动、汇率变化以及储备支持

“走出去”的资金运用等，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汇率、价
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使得外汇
储备账面价值减少逾千亿美元，
这不同于实际的外汇从外汇储
备中流出。二是我国企业等主
体优化境内本外币资产负债结
构，增持外汇存款、偿还外汇贷
款。三是企业、个人等主体境外
投资、消费、偿债等外汇净支
付。四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关于外汇储备的定义，外汇储
备在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资
金运用记账时也会从外汇储备

规模内调出。
在总结2015年我国跨境资

金流动状况时，外管局新闻发言
人表示，2015年，我国跨境资金
流动总体呈现净流出态势，四季
度流出压力较三季度有所缓
解。主要呈现特点包括：银行结
售汇和代客涉外收付款总体均
呈现逆差、跨境资金流动呈现较
大波动、有序释放高杠杆经营和
货币错配风险、企业“走出去”对
外投资加快，以及银行远期结售
汇呈现逆差，四季度逆差规模明
显收窄，有利于稳定我国外需。

纽约金价20日
重上1100美元

欧美股市暴跌大幅推升金
价，纽约商品交易所2月交割的
黄金期货主力合约 20 日大涨
17.1 美 元 ，报 收 于 每 盎 司
1106.2美元，涨幅为1.57%。

20 日，欧洲和日本一些主
要股指跌幅均超过3%，美国三
大股指盘中也出现暴跌，市场恐
慌导致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急剧
上升，资金转向国债和黄金等避
险市场。当天，纽约黄金期货市
场2月主力合约收盘时不仅稳
稳突破1100美元/盎司大关，并
逼近年内高点。

据新华社电

央行再向市场放水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昨
日，央行在其官方微博称，为保
持春节前后银行体系流动性合
理充裕，央行支行对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开展开展常备借贷便利
SLF操作，按需足额提供流动性
支持，积极发挥利率走廊上限的
作用。SLF期限包括隔夜、7天、
1 个 月 ，利 率 分 别 为 2.75% 、
3.25%、3.60%。

与此同时，央行昨日还表
示，对20家金融机构开展中期
借贷便利操作共3525亿元，其
中 3 个月、6 个月、1 年期均为
1175亿元，利率分别为2.75%、
3.0%、3.25%，引导加大对国民经
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
力度。

此外，央行还于昨日发布了
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
数据报告的初步统计结果。数
据显示，2015年末社会融资规
模存量为138.14万亿元，同比
增长12.4%。其中，对实体经济
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92.75
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对实体
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
币余额为3.02万亿元，同比下降
13.0%；委托贷款余额为 10.93
万亿元，同比增长17.2%；信托贷
款余额为5.39万亿元，同比增长
0.8%；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
额为 5.85 万亿元，同比下降
14.8%；企业债券余额为 14.63
万亿元，同比增长25.1%；非金融
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4.53万亿
元，同比增长20.2%。

央行表示，从结构来看，
2015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
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的67.1%，同比高0.9个
百分点。

昨日，国家外汇管
理局公布了2015年 12
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
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其
中，2015年12月，银行
结售汇逆差 5765 亿元
人民币（等值 894亿美
元）；银行代客结售汇逆
差5683亿元人民币，创
有数据以来第三高。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对于近期我国外汇储备持
续下降，市场上产生了外汇储
备流动性可能会耗尽的担忧，
该新闻发言人表示，总体来看，
无论是以外汇储备的绝对金
额，还是以其他各种充足性指
标，例如外汇储备相对于国内
生产总值、进口、外债等比重进
行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都是充
裕的，是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
一个强有力的基础。

针对近期，我国跨境资金
流动形势发生较大变化，该新
闻人表示，前跨境资金流动主
要对应着我国对外资产负债
结构的调整。从国际投资头
寸表数据看，2015 年 9 月末我
国对外净资产1.54万亿美元，
由于统计原因与 2014 年末不
可比，但较可比的 2015 年 3 月

末 增 加 了 1360 亿 美 元 。 其
中，对外资产方面，持有主体
由央行更多转向市场主体，伴
随官方的储备资产下降，我国
市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证
券投资、境外存贷款等资产均
上升，9月末较3月末分别上升
525 亿、88 亿和 878 亿美元；对
外负债方面，境外对我国的证
券投资、贷款等都在下降，9月
末较 3 月末分别下降 1804 亿
和 715 亿美元，同时，境外对
我国直接投资增加了 1005 亿
美元，说明以长期投资为目的
的资金持续流入。

该新闻发言人同时指出，目
前，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基本平
稳，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总体可
控。首先，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
差，顺差形成的原因和结构相对

合理，而且外汇储备规模仍稳居
世界第一位，2015 年末为 3.33
万亿美元，明显高于外汇储备排
名世界第二的日本和排名第三
的沙特，正常的国际收支支付完
全有保障。

其次，对外偿债风险有序
可控。近期部分企业主动进行
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使得2015
年 9月末外债余额较可比口径
的当年3月末余额下降1434亿
美元，这有利于降低未来的外
债偿还风险。从偿债能力看，
多年来我国外债警戒指标一直
处于国际安全标准之内。例
如，2015年9月末，我国本外币
全口径短期外债余额与外汇储
备余额之比为 29.1%，较 2015
年 3月末下降2.5个百分点，远
远低于100%的国际安全标准。

最后，跨境资金流出对国内流
动性、经济金融运行等方面的
影响依然可控。

在谈及美联储加息对我
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该新
闻发言人回应称，此轮美联储
加息的目的是货币政策正常
化，而非给过热经济降温，并
且还需要考虑美国经济金融
运行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影响，
包括其他经济体在溢出效应
下的相关变化也可能反过来
影响美国。

因此，美联储加息可能是
一个缓慢谨慎且符合预期的过
程，美元指数在加息前后也是
有波动的，部分市场影响可能
会逐步消化。此外，美联储货
币政策正常化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美国经济复苏前景较好。

外储规模上下波动将成为新常态

外汇储备充裕足以抵御外部冲击

我国去年跨境资金呈净流出态势。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