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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外储美元和 SDR 计值一降一升  

仍超 IMF 合意规模 
【参考信息】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末，以美元计值及 SDR计值的外汇

储备数据“一降一升。”以美元计值的外储 3.12万亿，相比上月下降 457.27

亿美元。但以 SDR计值的 10月外汇储备为 22714.69亿 SDR，较上月增加 29.84

亿 SDR；10月末官方储备资产中黄金储备为 753.48亿美元，环比减少 28.21亿

美元。 

 估值效应是 10 月外储下降的主要原因。美元指数累计升值 3%，外汇储备主要构

成货币欧元、日元和英镑兑美元分别贬值 1.8%、3.3%和 6.2%，货币汇率变动引

起的外储账面价值减少金额约为 322亿美元，约占外储降幅的 71.2%。 

 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8月末，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持有美国

国债的余额为 1.18万亿美元，约占 10 月末中国外汇储备（3.12 万亿美元）的

四成。美债收益率震荡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08%。此外，欧元区和

德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由负转正，债券收益率与价格成反比，收益率走高导

致债券投资出现账面损失。美元加息预期逐步走强，一些固定收益类资产价格

也出现波动，外汇储备也会有所缩水。另外，人民币汇率有所走弱，个人企业

购汇多，结汇少，也形成流失。 

 尽管 10月份人民币贬值幅度达到 1.5%，但交易行为导致的外储下降规模不到

130亿美元。考虑到央行干预市场的主动交易行为及企业和居民购汇需求的被动

交易行为，银行结售汇存在逆差，因此央行主动交易行为导致的外储下降规模

有限。与一季度交易变动月均下降 431 亿美元相比，当前干预明显减少。这说

明当前央行是主动为之：在美联储加息之前释放贬值预期，辅以市场化手段稳

定汇率。 

 10月末以 SDR 计值的外储 2.27万亿 SDR，相比上月增加 29.84SDR。SDR中美元

比重是 41%，10 月 SDR相对于美元是贬值的。随着美元指数上涨，之前 1SD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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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美元较多，现在 1SDR等值美元减少。所以外储按照美元来算是缩水，按 SDR

反而是增加了一些。 

 央行外汇储备余额自 2014年 6月达到 3.99万亿美元的峰值后进入下行通道。

2015年，中国外汇储备下降 5216亿美元，创史上最大年度降幅。今年前 10月

储备下降 2097.07 亿美元，其中 1月下降 994.69亿美元，10 月下降 457.27亿

美元，是自今年 1月以来单月下降最大的月份。其间，10月 1 日人民币正式纳

入 SDR货币篮子，从外汇市场的供给来看，人民币正式加入 SDR 货币篮子、中

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都将带来外汇市场供给的改善。 

 利用 IMF的外汇储备充足性评估框架，测算发现中国合意的外汇储备规模处于

1.6万亿美元-2.8万亿美元之间。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实际值为 3.12 万亿美元，

超过外汇储备合意规模上限，足以应对国际收支、外债兑付和居民跨境资产配

置的需要。 

 对于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及外汇储备走势，按照现行中间价形成机制，目前美

元强人民币弱，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有可能带来购买美元的情况，但也不排除美

国大选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影响，进而出现美元弱、人民币走强的情况。 

【分析点评】 

 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10月以来持续下跌并不断刷新 6年来新低，10月份中国

外汇储备再度大幅缩水，凸显了资金外流的压力。10月外汇储备下降 457亿美

元，剔除汇率折算因素后的实际降幅略大于上月水平，这与当月人民币加速贬

值、市场活跃度加大有关。对中国的政策部门来说，稳定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

担心是当务之急。长期来看，可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开放，用中国巨大的市场空

间来吸引资本进入，稳定市场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的预期。 

【参考链接】 

 10月外储美元和 SDR计值一降一升 仍超 IMF 合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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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核准 5 家地方资管公司 浙沪各有“二胎”落地】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下发《关于公布陕西省、青海省、黑龙江省、浙江省、上海市地

方资产管理公司名单的通知》。通知指出，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华融昆仑

青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嘉实龙昇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和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可参与本省（市）范围内不良资产批量转

让工作。 

银监会向省级政府下发了《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关政策的函》（以下

简称《政策调整函》），提出放宽《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

款关于各省级人民政府原则上可设立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限制，允许确有意愿的省

级人民政府增设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去年 12月 29 日领取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金 10亿

元，由光大集团和光大投资共同出资 5.5亿元，占股 55%；温州金投出资 3.5亿元，占

股 35%；温州工投出资 1亿元，占股 10%。这是继浙商资产后，浙江省第二家地方资产

管理公司。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继上海国资经营公司之后沪上第二家地方性 AMC，

其首期注册（实缴）资本 10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在上海市嘉定区，上海市嘉定区国有

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为其股东，也有民营资本获准入股。该公司将采用“3+1”

业务模式，以不良资产处置、企业债务重组、股权投资与并购业务三大业务板块作为公

司业务发展的主线，并通过专项基金或企业机构合作来募集资金。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属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国资委、延长石油、

西安城投和陕国投等 14 家企业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45亿元人民币，是目前陕西唯

一具有金融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资质的省级法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华融昆仑

青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亿元人民币，由中国华融联合青海泉汪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格尔木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起设立。黑龙江嘉实龙昇金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是黑龙江省唯一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 10亿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参与

全省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等内容。 

http://bank.hexun.com/2016-11-08/1867804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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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险资可投境内依法发行的同业及大额存单】 

中国保监会近日向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下发内部文件——《关于保险资

金投资部分存款产品的监管口径》，明确以下监管口径：保险资金可以投资境内依法发

行的同业存单和大额存单，并纳入银行存款管理。 

保险资金投资境内同业存单和大额存单正式开闸，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配置空间

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资产荒”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有利于保险资金更为灵活地选择

投资标的，有利于保险机构提升投资收益，缓解资产配置压力。 

◆【楼市整顿风暴来袭 严查房地产中介违规行为】 

伴随着楼市上涨和调控，住建部等部门针对楼市销售不规范行为开展了专项规范和

整顿行动，从 10月起，整顿行动更为严厉。北京要求没有业主手写委托书、房产证和

身份证复印件的房源必须下架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对于市场规范很有帮助。市场调控监

管应当制定一个长效的政策，更日常化，这样更有利于市场的长期稳定。 

今年以来，住建部等各部门就开始对中介行业不规范行为进行严查整顿；四季度，

伴随各个热点城市的集中调控，房企也面临史上最为严厉的企业行为规范的整顿。包括

上海、武汉、成都、北京、杭州、深圳、郑州、厦门、石家庄等城市纷纷在严查房地产

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并处以史上最为严厉的惩罚。 

住建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房地产中介专项整治工作。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武

汉、天津、苏州、南京、无锡、杭州、厦门、福州、济南、合肥、郑州、重庆、石家庄

等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治理措施。 

今年 5月和 8月，住建部分别发布了《关于房地产中介行业违法违规典型案例的通

报》。其中包括违规招揽业务、违规代理销售、违规赚取差价、违规挪用交易资金等方

面。 

新房市场的不规范行为令购房者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住建部此次关于新房市场的

整顿直指开发商“要害”。检查内容包括销售误导、炒作、捂盘惜售、暗中加价、捆绑

搭售等违规行为，轻则公开通报、处罚，列入各地失信黑名单，重则移送司法机关。 

各地对于新房市场均进行了近年来最大力度的整顿。一些企业不仅责令整改，还遭

遇了暂停网签的处罚。截至目前，上海已对涉嫌擅自提价销售的 8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开

展立案调查工作，并已暂停涉案项目网签资格；武汉保利康桥房地产公司因擅自向买受

http://insurance.hexun.com/2016-11-07/186778196.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08/1499159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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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被扣 3分。目前武汉已查处发现存在各类违法违规问题的项目

115个，已对其中的 47 家开发企业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北京市住建委明确 9种不正当经营行为依法严厉查处。包括发布虚假房源信息和广

告；通过捏造或者散布涨价信息等方式恶意炒作、哄抬房价；未取得预售许可证销售商

品房；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以认购、预订、排号、发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者变

相收取定金、预订款等费用，借机抬高价格；捂盘惜售或变相囤积房源；商品房销售不

予明码标价，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房屋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以捆绑搭售或者附加条

件等限定方式，迫使购房人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价格；将已作为商品房销售合同标的物的

商品房再销售给他人等。 

◆【兴业恒丰等 ATM 取现变贵 银行服务价格再涨价】 

近来，多家银行悄然上调了 ATM机跨行取款的手续费。 

恒丰银行发布公告，调整借记卡 ATM机跨行取款收费标准：自 12 月 15日起，普卡

客户每月境内前六笔 ATM 机跨行取款交易免收手续费，从第七笔开始，向持卡人收取每

笔 4元的手续费。此前，该行此项目实行免费政策。 

上月起，兴业银行调整 ATM跨行取款手续费，无论同城还是异地，每月前三笔取款

依然免费，但从第四笔开始，每笔手续费从 2 元涨到了 4元。 

除了 ATM机部分取现项目收费调整外，银行服务价格变动最大的还有信用卡。自明

年 1月 1日起，邮储银行将对信用卡部分业务收费项目进行调整，取消滞纳金，改收违

约金，收费标准为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 

在此之前，建行、工行、中行、招行、浦发、中信等多家银行已经发布类似公告，

从明年起将以违约金替代滞纳金，虽然按照规定，违约金为市场调节价，但目前绝大多

数银行都将收费标准定为 5%。 

此前的滞纳金、手续费等按照月复利收取，常常出现欠款越滚越多的情况，而明年

起执行的违约金，将一次性收取，“利滚利”的情形将不复存在。 

◆【银行支付搭车双 11：手续费或为全年单日最高值】 

“双 11”将至，除了摩拳擦掌的消费者和商家，各家银行也是暗战不断，又一家提

供二维码支付的银行加入线上扫一扫大军。民生银行正式上线“民生付扫码”新功能，

成为首批上线银联标准二维码支付产品的银行。用户通过民生手机银行，可进行个人之

间二维码收付款，实时到账且无任何手续费。 

http://money.163.com/16/1108/05/C5B0S37V002580S6.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1-08/doc-ifxxnety76344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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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双 11”当日零点的支付通畅，各家银行的电子银行部门也开始加班加点

进行测试。光大银行已经建立实时交易大数据平台，在监控室的显示屏上，交易量、交

易金额、手续费收入都可以做到实时滚动，而为了使“双 11”当日持卡人能够及时交易，

光大银行已经提前将服务器进行了调整，足以应对当日千万次甚至上亿次的交易申请。 

对于备战此次“双 11”，不少银行都在支付上下功夫。民生银行高调宣布，“民生

付扫码”上线，“民生付扫码”与现有的二维码支付业务类似，可用于个人用户之间的

收付款，也可用此生成自己的二维码来进行收款。下一步将持续丰富应用场景，提供线

上跨屏支付及 ATM二维码跨行取现等服务。 

与第三方支付相比，银行系”二维码个人付款、收款均无手续费，且个人间交易资

金实时即可到账，第三方支付机构则对提现加收手续费，支付账户内的资金不再能免费

回到个人银行账户。因此，银行系的二维码在手续费上有一定的先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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