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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分化 

将持续冲击外汇市场 
【参考信息】 

 周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意外放宽货币政策，新加坡货币新元兑美元汇率大跌

至四年多新低。新加坡也成为最新一家采取措施应对美元上涨和通缩威胁的央

行。分析称，新加坡金管局此次突然调整政策为 2001年 10月以来首次，凸显

出政策制定者显然希望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油价下滑以及全球经济前景日渐失衡

的局面。 

 过去几个月来，亚洲等新兴市场货币汇率普遍贬值，中国和印度等国争相降息

刺激经济增长。在欧洲，欧元正在遭遇重挫，瑞士法郎飙升，丹麦央行也两度

降息以防止本币升值。另外，中国人民币汇率也触及七个月来最低点，因中国

调整政策并有意引导人民币贬值。在油价下跌之际，马来西亚林吉特在过去六

个月重挫 14%。日本央行去年 10月扩大刺激措施规模，此举拖累日元跌至近八

年低点，引发日本与重要的贸易伙伴国韩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汇市市场的变化令投资者们疲于应对。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使美联储加息进程

越来越接近，美元汇率持续上涨对其他经济体构成压力。其他国家下调利率的

原因在于，央行希望通过降息压低本币，进而提振出口，同时推高进口价格以

抵御通缩风险，并抵消需求疲软的影响。 

 “鉴于这些国家的政策反应还远不够完善，因此调整的重担就主要落在了呈现

出联动性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身上，这给各国和企业带来了严重的溢出效应，”

安联保险首席经济学家，前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CEO埃利安表示。此外，美银

美林的分析师也表示，过去六个月 MSCI 明晟所有国家全球指数中有超过三分之

一的国家调低了利率。全球各地的央行低估了通缩威胁，并表示目前有超过四

分之三的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不到 1%。 

 法国兴业银行亚洲外汇策略主管 Jason Daw 称，过去六个月，对美联储的担忧

成为影响亚洲外汇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盛等主要外汇交易银行称，美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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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进一步大幅上涨的空间。伦敦投资公司 SLJ Macro Partners 的联席创始人

Stephen Jen称，这只是一轮将持续多年的美元反弹行情的开始。法兴银行周二

公布的一项对机构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的调查显示，未来三个月，新兴市场货币

是最不受欢迎的资产类别。 

 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让很多大型机构投资者也遭受冲击。本周香港规模为 4000

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公布回报率降至三年低点，主要受 527 亿港元（约合 68

亿美元）的汇兑损失影响，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汇兑损失事件之一。“投

资者必须更加敏锐，目前资产组合的风险管理至关重要，”道富环球投资公司

亚太区固定收益业务主管 Kheng-Siang Ng 表示。 

 自从美元去年 7月份大幅上涨以来，美联储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出现

分化，其他主要货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了 15%。汇率大幅波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

型机构投资者频繁进出这些新兴经济体，资金流动开始越来越难以捉摸。还有

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是，欧洲等很多国家央行可能频频放大招。 

【分析点评】 

 近几个月来，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一方面中印、欧洲等

国家和地区通过降息或量化宽松措施压低本币，同时推高进口价格以抵御通缩

风险，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伴随美联储加息进程的迫近使得美元汇率持续上

涨。预计上述现象短期内难以结束进而持续冲击全球的外汇市场。 

【参考链接】 

 外媒称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分化将冲击外汇市场 

 
◆【人民币迈入全球五大支付货币行列】 

根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数据，人民币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都停留

在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的位置，但到了去年 11 月终于超过加元和澳元，按支付价值计

算成为第五大货币。SWIFT 称，在过去两年中，人民币支付金额保持三位数的持续增长，

累计增长了 321%。前四大支付货币依次是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圆。 

“人民币现汇、远汇和互换市场的日交易量已经达到 300亿美元，其中现汇人民币

交易占了 100亿美元。”渣打银行的大中华区外汇、利率和信贷交易主管 Charles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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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ockapp.finance.qq.com/mstats/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astock/ggcx/STT.N.htm
http://finance.qq.com/a/20150129/071407.htm
http://cn.reuters.com/article/2015/01/29/cn-frx-idCNKBS0L20WV20150129?sp=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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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还称，预计今年将延续这种增长势头，人民币日交易量料将增长 20-30%，归因

于人民币计价的跨境贸易结算快速扩张。渣打银行大中华地区行政总裁洪丕正预计到

2020年时，人民币结算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例将达到 35%。 

随着离岸人民币流动池持续扩大，以及外国投资者更容易获得人民币，亚洲及其它

G20(的官员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稍晚将会热烈讨论，是否应将其纳入特

别提款权(SDR)。五年前反对把人民币加入 SDR 的主要理由是，其远达不到自由“使用”

或自由兑换。但自 2010 年可交收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出现以来，形势大为改观。香港的

人民币存款和定期存单已超过 1.1万亿人民币(1762.0亿美元)。如果 IMF 将人民币纳入

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将有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并巩固投资人对人民币的信

心。目前为止，超过 50 个外国央行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或是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

的一部分。 

◆【首套房贷利率触底反弹：13个城市已悄然上涨】 

年初是商业银行贷款“子弹”较为充裕的时间节点，但房贷利率并未出现明显松动，

甚至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首套房贷利率上涨的情况。融 360 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1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环比上月微降，由 6.11%降至 6.08%，同比去年 1月降幅达

0.61个百分点。在 35 个重点城市中，16城市首套房贷利率企稳反弹，其中 13城市上

升，3城市保持不变，另外 19城市利率下调。至此，由央行“9·30”新政开启的全国

性房贷利率集体下调的趋势终止。 

去年监管层下发“9·30”新政之后，限贷政策随之松绑，陆续有银行对房贷政策

进行调整，首套房贷利率经过半年多来的持续下调，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利率已经接近银

行所能接受的底线。融 360分析人士袁媛表示，1月超半数城市房贷利率止跌，再加上

降息预期将进一步挤压利润空间，银行再次大规模下调利率的可能性很小。 

深圳的房贷市场受近期房企危机影响出现了“异象”。一家股份制银行和一家国有

大型商业银行将首套房贷优惠利率由 9.3折恢复至 9.5折。银行人士表示，这两家银行

此次上调房贷利率仅是一个开始，后续会有更多的银行跟进。 

北京地区房贷市场继续保持宽松的走势，并创下两个“全国之最”：一是北京目前

首套房平均房贷利率为基准利率的 9.35折，为全国最低；二是目前北京有 3家银行提

供 8.8折利率，且均无附加苛刻限制条件，为全国 9折以下利率最多的城市。目前，北

京共有 17家银行提供折扣利率，其中有 3家低至 8.8折，10家 9折，4家 9.5折。9

http://bank.hexun.com/2015-01-28/1728203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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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成为北京首套房贷款的主流利率。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提供优惠利率银行数经过去年

连续 5个月上涨之后，新年首月出现回落，优惠占比由去年 12 月的 67.9%降至 60.7%。

在放款速度方面，多数银行普遍在一个月左右可以放款。 

◆ 【证监会再查两融 降准大门或已打开】 

证监会 28日晚间表示，根据整体安排，在前期对 46家证券公司现场检查之后，近

期将对剩余 46家证券公司融资类业务进行现场检查。机构分析认为，证监会对两融业

务进行全面检查，同时考虑到银行也开始将股市调整的风险纳入资金投向的考量，通过

降准释放基础货币的大门或许已经打开。 

方正证券研究报告认为，证监会在呵护股市和降低风险之间最终会倾向于降低风险，

否则前者也会面临最终落空的风险。尤其是在上次核查两融业务但结果高高举起轻轻放

下之后，两融余额再创新高，说明监管层的手软只会导致股市积累更多的风险。一旦股

市因为两融再次出现踩踏和连续去杠杆的境况，那么后续股市调整的概率和幅度都会较

大，这显然不符合当前政府对股市的预期。 

报告认为，近期随着美元升值人民币出现了快速的贬值，在美元升值具有非常强的

可持续性的背景下，人民币也会面临持续的贬值压力。之所以美元具有强烈的升值预期，

是因为美债收益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依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尤其是考虑到欧洲央行的

放松导致债券资金大幅流出欧洲地区。 

在人民币面临持续贬值压力下，外汇占款投放基本失效，基础货币的匮乏导致资金

利率持续处于高位，央行通过 SLO、逆回购投放资金的做法越发显得手忙脚乱。而一旦

证监会对两融业务进行全面的检查，同时考虑到银行也开始将股市调整的风险纳入资金

投向的考量，通过降准释放基础货币的大门或许已经打开。另外，如果央行本身无法控

制资金的流向，那么就应该回归自身最初的定位—为市场提供流动性，资金流向本就不

应该进入央行的目标函数之中，能做的就是当市场缺乏流动性时注入流动性，否则资金

利率、贷款额度和降低融资成本等目标都不会实现。 

◆ 【央行进入逆回购时段 本周流动性净投放 550 亿】 

本周四央行在公开市场继续展开 28天期逆回购操作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数据显示，

昨日上午央行在公开市场交易中进行了 450亿元的 28天期逆回购，中标利率和周二的

保持不变，为 4.8%。因为上周四有 7天 500亿元逆回购到期，加上本周二央行已经操作

http://stock.hexun.com/2015-01-29/172882383.html
http://bank.hexun.com/2015-01-30/172890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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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种期限共 600亿元的逆回购，所以本周在公开市场交易中，央行实现流动性净投放

550亿元。 

在公开市场交易操作中，央行已经从去年 11月起进入差不多两个月的静默期，其

间没有任何操作。时隔两月重新开启后，央行已经连续三次开展逆回购释放流动性。从

央行在 2015年 1月公开市场的操作风格可以看出，央行依然保持着释放流动性平稳的

基调。 

对于两周来央行密集操作的逆回购，申银万国研究所认为，目前来看央行逆回购滚

动续作格局基本确定，而随着春节临近，资金净投放可能还将继续呈现期限加长、规模

加大的特点。在资金投放更多满足季节性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开市场资金价格对市场

的信号作用更为重要。近两个交易日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资金面略显紧张，各

期限拆借品种利率都有所上浮。但市场对于资金面的预期仍然显得较为乐观。 

中诚信国际研究所称，从央行近期的货币政策措施来看，无论是证实续作 MLF(中期

结构便利)还是重启逆回购，都向市场释放出货币政策放宽的信号，在这样的宽松货币

环境下，春节前资金面基本无忧，货币市场利率出现大幅攀升的概率不大。 

◆ 【今年铁路投资或达 8000 亿 与去年持平】 

昨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召开工作会议，从会上获悉，2014年全国完成建设投资 8088

亿元；新线投产 8427公里，创历史最高纪录。这两项数据均完成此前预设的年度目标。

此外，客货运收入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全年实现收支平衡。一位接近铁路的人士称，今

年铁路投资降速不太可能，即使初始计划投资数额不足 8000亿元，后期也可能会追加

至这一数目。众多以基建为主打的重大战略即将开启。市场普遍预期，今年铁路投资将

延续高歌猛进的态势。 

瑞银证券交运行业分析师徐宾此前曾表示，今年铁路投资预计将继续维持高位，达

到 8100亿元，较去年的 8000亿元略微增长。瑞银证券预计，“十三五”期间，铁路的

固定资产投资将较“十二五”期间高 12%。 

有铁路观察人表示，第四季度是传统投资旺季。而去年年末实现“突击”投资，一

方面得益于大量新项目的开工，一方面是年末本来就是很多工程的结算季。去年上半年，

铁路投资呈现较为低迷的态势，从第四季度开始，铁路建设发力、投资金额急速上升。

1-9月，全国铁路已完成投资 4562.7亿元，而 10、11、12月三个月投资约 3525 亿元，

其中 12月单月的投资量更是达到近 2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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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截至 2014年年底，拉日铁路、沪昆高铁长怀段、贵广高铁、兰新

高铁、南广高铁等一批铁路新线集中建成投产，使得“四纵四横”快速铁路网主骨架初

具规模。此外，2014年新开工的额哈铁路、怀邵衡铁路、杭黄铁路、川藏铁路成都至雅

安段等 66个项目已全部完成招标并开工建设，超过“十二五”历年新开工项目平均数

37个。 

今年，铁总提出要认真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对铁路的“走出去”部署，以

拓展国外高速铁路建设市场为重点，大力推进铁路“走出去”，进一步提升我国铁路的

国际竞争力。从资源整合来看，铁总提出要统筹国内资源和国外市场，避免恶性竞争。

在具体项目上，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近期将以中老、中泰铁路项目为重点，

积极做好相关工作。积极推动匈塞铁路、俄罗斯莫斯科-喀山高铁、坦赞铁路等项目，

按期完成建设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