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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创三个月新高
人民币
“稳”
字当头
5 月 17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
价报 6.8635 元，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155
个基点，创 3 个月以来新高。美元走势
的转折，给“压抑”了许久的非美货币带
来“机遇”。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
呈现积极变化，贬值预期减弱，贬值风险
更为可控。

汇率预期趋于平稳
人民币对美元稳中有升，是年初以
来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走势的一个总
体特征。进入 2017 年，人民币汇率并未
像 2016 年初那样出现快速的贬值，反而
对美元出现一波较快的升值，随后转入
持续的盘整。截至 5 月 17 日，今年以来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升值 735 个基
点，幅度为 1.06%。以 16 点 30 分收盘价
算，今年以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
率升值 585 个基点，幅度为 0.85%。

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
副行长陈锦光拜会捷克总统泽曼一行
5 月 13 日，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副
行长陈锦光应邀拜会来华参加“一带一
路”
峰会的捷克共和国总统泽曼一行。
泽曼总统高度赞扬中国“一带一路”
的战略构想，并热情欢迎包括银行在内
的中国企业到捷克投资和交流。捷克驻
华大使贝德日赫·科佩茨基先生陪同捷
方总统顾问、办公厅、外交部、央行副行
长、旅游局、工业与交通联合会等团队成
员与兴业银行进行了深入交流。
陶以平行长就兴业银行与捷方在出

国金融、养老金融、私人银行、绿色金融、
银银平台、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合作进行
了展望与交流，并对捷克官方对兴业银
行的信任与期望表示感谢。
捷克地处欧洲中心，
交通便利，工业
基础雄厚，教育水平高，风景秀丽，世界
文化遗产众多，
“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延
伸，为中捷两国金融合作提供了更加广
阔的平台和空间。
兴业银行作为总部位于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的商业银行、中国首家赤道银

行，将根据两国的双边交流积极推进与
捷方的金融合作。
此前，兴业银行与捷方在出国金融
领域已展开友好合作。2016 年以来，兴
业银行与捷克驻华大使馆联合，先后在
北京、成都、上海等地举办“寰宇人生·魅
力捷克”
文化体验季活动，
为赴捷游客提
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民间投资增速时隔 7 月再次回落

美元走势坎坷
美元指数在本周 3 天内已大跌超
1%，截至目前已基本回吐去年 11 月以来
的涨幅。
5 月以来，
美元走势坎坷。美元指数
先是在法国大选前夕跌创年初以来新低，
而后随着法国大选迷雾解开止跌反弹。8
日至 11 日，
美元指数连涨四日，
最高涨至
99.89。就在大家以为美元要重新挑战
100 关口的时候，
“剧情”
再一次反转。12
日以来，
美元指数快速下跌，
至 17 日亚市
交易尾盘，
跌破98至97.95一线，
期间美元
指数最低至97.87，
刷新2016年11月10日
以来低位。以盘中低点算，
美元指数在最
近五个交易日最大跌幅达1.83%。
有专家认为，
一方面，
特朗普任总统
以来引发的种种风波，让市场怀疑其能
否顺利推行早前承诺的大规模财政刺
激，进而打压了美元走势；另一方面，马
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令欧洲政治风险大
幅消退，
欧元涨势喜人，
反过来又给美元
一记重击。
在此背景下，美元指数走软不难理
解。时隔 7 个多月，美元又跌回了“特朗
普时代”
的起点。专家指出，
美元指数进
入下降通道，
全球避险情绪有所下降，
对
全球股市而言是利多因素。同时，人民
币汇率持续上扬，对 A 股市而言，也是一
个利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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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汇率根本上是由经济基
本面的相对变化决定的。随着中国经济
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和亮点进一步增多，
市场预期更为乐观，我国跨境资本流动
趋向平衡，国际收支趋于双向平衡，外汇
形势总体向好。
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坚挺走势，
在
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市场悲观情绪，
推动汇
率预期趋于平稳。统计显示，
今年以来，
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即期询价
交易日均成交227亿美元，
较2016年四季
度的309亿美元缩减近三成。以往经验表
明，
在岸外汇成交量与汇率贬值预期之间
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通常成交量愈
大，
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也愈浓。
跨境资金流动情况改善，也为人民
币汇率贬值预期趋缓提供证据支持。据
央行公布，截至今年 4 月末，我国外汇储
备规模为 30295 亿美元，较 3 月末小幅上
升 204 亿美元，连续第 3 个月出现回升。
此前，从 2016 年 7 月到 2017 年 1 月，外汇
储备规模曾连续 7 个月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和
“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下，人民币汇率
将维持稳中偏升态势。随着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的推进，将来会有更多贸易和投
资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继续保持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内部支撑有所增强
短期来看，如果美元进一步走弱，
人

民币对美元或将保持升势。但需要注意
的是，
相比美元惨烈贬值而言，近期人民
币在升值时显得很“沉稳”，并未脱离过
去数月形成的运行区间。
事实上，无论是过去五个交易日，
还是过去四个多月，在 美元波动下行
的过程中，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的主要
特征是“稳”而不是“升”，人民币对美
元升值幅度一直要小于美元指数下跌
幅度。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了市场
对人民币汇率谨慎预期虽然减弱但并
未消退。
人民币汇率要真正“稳住”，可能要
在美元走出弱势的情况下才看得出来，
而能否长久“稳住”的关键仍取决于中国
经济基本面。如果中国经济展现出可持
续复苏势头，
即便没有美元贬值，
人民币
也不会继续贬值。就目前来看，人民币
基本面的支撑力度还有待观察，美元却
未必会一直贬值。
下个月，美联储再次加息依然具有
较高确定性，待突发事件影响消除或者
美元进行充分反应后，未来仍可能重返
升势。进一步看，美联储缩表已提上日
程，美联储政策调整可能给人民币汇率
及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阶段性影响仍不
可忽视。
总而言之，当前人民币汇率贬值预
期减弱，
年内贬值风险可控，
但人民币升
值的概率也较低。未来一段时间，人民
币汇率总体上仍将处于“稳”
的阶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 4 个
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8.8 万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6.9%，增速比前三个月低
了 0.8 个百分点。这是民间投资增速时
隔 7 个月后再次出现回落走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
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表示，1 月份至 4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144327 亿元，同比增长 8.9%，增速比 1 月
份至 3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国
有控股投资 51476 亿元，增长 13.8%；民
间投资 88053 亿元，增长 6.9%，占全部投
资的比重为 61.0%。
尽管民间投资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全
年提高了 3.7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了 1.7 个百分点，但是与上个月相比又出
现了回落，而且其增长幅度依然低于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民间固定资产
投资 44323 亿元，同比增长 8.7%，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1.2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
25949 亿元，增长 8.8%，增速回落 0.1 个
百 分 点 ；西 部 地 区 15825 亿 元 ，增 长
6.4%，增速提高 1.4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
1956 亿元，下降 28.2%，降幅扩大 0.7 个
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民间固定资产
投资 3207 亿元，同比增长 20%，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1.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
42851 亿元，增长 3.8%，增速回落 1.1 个
百 分 点 ；第 三 产 业 41995 亿 元 ，增 长
9.2%，增速回落 0.6 个百分点。
2016 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民
间投资出现持续大幅下滑的情况，大大
加重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为此，国家大

力推进支持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出
台。从去年 9 月份开始，民间投资逐步
回暖，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呈现连续上
浮的态势。
有专家表示，针对民间投资的支持
政策虽然不断出台，但总体上跟不上经
济与投资减速的步伐。再有，投资信心
不足、资本外流等都是造成短期内民间
投资增速较低的原因。
有专家表示，造成民间投资下滑的
中长期原因和短期因素还没有出现根本
好转。例如，产能过剩问题还没有完全
解决，
对投资形成了抑制。同时，
房价居
高不下，租金上涨等都推升了民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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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再加上，
一些税费仍然比较高、
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等多种因素交织，
导致了投资下滑。
而且，民间投资的本身需求不是很
旺盛，再加上全球的经济好转还不是很
明显，这些都对民间投资需求形成一定
的抑制。专家表示，造成民间投资下行
压力的这些因素短期内仍将存在。
专家认为，
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落
实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制度，简政
放权等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同时，
还
需要不断从融资环境、
信用体系等方面给
民间投资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激发内在
动力，
促进有效投资的快速增长。

经营 20 年，货品全，可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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