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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降準25點子「放水」六千億
助減輕銀行資金成本 鞏固經濟回升向好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近
日多間美國地區性銀行先後「爆
煲」，歐洲大行瑞信出現了財務危
機，市場關注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香港會否受到波及。金管局副總裁
阮國恒昨出席香港銀行公會例會後
表示，上述事件對香港影響不大，
金管局將會持續觀察事態發展，以
及與當地監管機構保持密切溝通。
他強調香港銀行體系十分穩健，金

管局會監督銀行做好風險管控。

資產分散度高 重視風險管控
他續指，銀行業務集中度是當局監

察重點之一，早於去年美聯儲展開加
息周期前，金管局已作出相關風險檢
查，而香港銀行的資產分散度高，未
見有過度集中情況。至於瑞信財務風
波事件最終會否惡化成2008年「雷曼
事件」翻版，他則表示難以評論，但

認為外國相關監管機構已就此事迅速
作出反應，藉以穩定市場信心。
阮國恒又表示，今年金管局的監管重

點，將包括銀行業界對第三方服務提供
者的依賴程度，過去海外曾經有銀行因
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出現問題，導致無法
提供服務，繼而影響銀行日常營運。

銀公：市場對美加息預期或有變
美聯儲將於下周公布議息結果，

銀行公會主席孫煜昨日表示，現階
段市場預期美聯儲於下周加息25點
子的可能性有85%，但未來仍存在
改變空間。香港銀行會否跟隨上調
最優惠利率（P），他則認為，美國
息口走勢只是本港銀行會否上調最
優惠利率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其
他因素包括不同銀行自身的資金情
況、客戶結構與業務策略等，故難
以一概而論。

人行表示，本次降準是為推動經
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長，打好宏觀政策組合拳，提高
服務實體經濟水平，保持銀行體系流
動性合理充裕。

MLF續作之後降準 市場感意外
這是今年以來人行首次降準。2022
年央行曾降準兩次，合計0.5個百分
點，釋放長期資金超1萬億元。央行行
長易綱在本月初的發布會上稱，降準是
支持實體經濟的有效方式，仍有調降空
間。這一表態大幅提振了市場的降準預
期。不過，此前兩天人行通過超額續作
MLF（中期借貸便利）淨投放2,810億
元，由於MLF和降準都能補充銀行長
期資金，MLF續作之後市場不少觀點
認為短期內降準概率降低。因此，央行
此時宣布降準，令市場感到有些意外。

釋放中長期流動性 提振信心
今次降準時點早於市場預期。民生
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對此指出，當
前海外銀行業風險加大，全球流動性
承壓，外部發展環境日趨複雜。雖然
前兩個月主要經濟指標呈現回升向好
走勢，但經濟回穩的基礎還不穩固，

需要貨幣、財政等政策繼續協同發
力。因此，為更好地引導金融機構加
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緩解年初以來
銀行缺長期資金的壓力、配合財政前
置發力，以及穩定市場預期等，人民
銀行在加大MLF超額續作的同時，
繼續通過降準來釋放中長期流動性、
提振信心，以鞏固經濟回穩向上態勢
和銀行業平穩運行。
除了鞏固經濟恢復的基礎，降準也

和補充銀行流動性有關。今年1月至2
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合計超過6.7萬億
元，溫彬指出，MLF持續加量投放，
但是價格偏高，不利於降低融資成本。
當前銀行業負債成本承壓，淨息差持續

收窄至歷史低位。「適時採取降準措
施，向金融體系釋放長期流動性，有助
於降低銀行機構資金成本、做好資產負
債管理。」

對急需資金企業是「及時雨」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認

為，此次降準在方向上符合預期，在出
台時機上超出預期。降準對穩定房地產
市場，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股市皆具備
重要作用，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對急需資
金的企業是一場「及時雨」。
「本次降準後，銀行間流動性壓力

緩和，商業銀行負債端成本也將有所
緩解，有望進一步配合實體部門信用

擴張，對地產投資和竣工可以更樂觀
些。」申萬宏源宏觀分析師屠強預
計，今年無需過度擔憂貨幣政策被動
收緊風險，經濟復甦期貨幣政策仍將
維持中性偏鬆的流動性環境保駕護
航。商業銀行負債端成本將有所緩
解，上半年無需再降準，下半年需要
繼續降準以維持貨幣投放增速。另
外，隨着商業銀行負債端成本連續改
善，下半年或迎來降息空間。
央行並表示，將精準有力實施好穩

健貨幣政策，更好發揮貨幣政策工具
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保持貨幣信
貸總量適度、節奏平穩，保持流動性
合理充裕。

金管局：港銀行體系十分穩健◆ 阮 國 恒
(左)表示，
香港銀行體
系 十 分 穩
健，金管局
會監督銀行
做好風險管
控。右為孫
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在廣州舉
行的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暨第二屆大灣區（黃
埔）經濟峰會上，專家表示，中國要實現今年經濟
增長目標，無論是保就業、促消費還是穩投資，房
地產的企穩都是一個必要條件。當前樓市回暖已有
了早期跡象，但上半年快速回暖不太現實，下半
年，在一二線城市率先企穩復甦後，有望帶動房地
產加速恢復，整體向好。
花旗集團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余向榮稱，從1、2
月份公布的數據看，經濟的開局還是良好的，不
過，數據向好後面的動力組合與公眾預期有偏差。
受疫情影響多的一些行業如餐飲業確是V形的反
彈，出行、娛樂等都是有明顯的改善，但耐用品消
費困難依然不小，汽車因為各種優惠到期從增長進
入到年初下滑，手機消費也低於預期。

推「16條」後 內房數據指標回暖
他認為，今年經濟整體向好，房地產的企穩是必
要條件。去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推出
16條金融舉措，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今
年年初以來相關數據指標有回暖，不少一二線城市

二手房成交環比增長，新房銷售亦觸底回升。後續
如果房價真的開始上漲，擔心上不了車的心理就會
讓更多的被抑制的需求釋放出來，樓市有可能實現
至少在L端底部企穩。
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指，過去兩年居民對

樓市的信心受到較大衝擊，當前一系列政策的推出
令信心有所恢復。總體上今年房地產對經濟的貢獻
肯定要好於去年，但也不會出現2009、2016年那樣

大力反彈的情況。房地產復甦率先出現在一二線城
市，而三四線城市至少今年還會比較困難；保交樓
方面，三四線城市受制於財力等因素，困難會大於
一二線城市。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李湛表
示，當前的房地產政策取向是「托而不舉」，讓市
場企穩。

看好A股港股 料迎「科技牛」
去年12月到春節前夕，A股港股大幅反彈，但

節後又出現較大調整。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
家楊德龍指，市場波動主要來自外圍，比如國外
銀行出現流動性危機、美聯儲3月份或加息也影
響了投資者信心；中國內地經濟復甦的趨勢正逐
步形成，但力度低於預期，也影響到市場反彈節
奏。不過他認為，從內地經濟復甦二季度比一季
度好、房地產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得到了有效控
制，以及美國中小銀行的問題沒有擴大到整個銀
行業、美聯儲下半年或停止加息等這些基本面
看，判斷A股和港股還會有指數級別的上漲。大
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姚余棟則料今年股市會迎來
「科技牛」。

今年頭兩個月，
中國經濟復甦態勢良
好，貨幣信貸投放超
預 期 ， 央 行 打 出

MLF 超額續作和降準的組合拳，此舉在
市場的預期之外。央行為何選擇在這個時
候降準呢？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形容「降準
如甘霖」，認為央行降準基於多重考慮：
從國內看，今年通脹風險基本無憂，短期
匯率貶值壓力不大，當前貨幣政策支持經
濟的一個核心目標是保就業，今年政府工
作報告提出的新增城鎮就業目標比去年提
高了100萬，達到1,200萬人，創歷史最
高；而今年大學生畢業人數將再創新高，
青年人失業率高企，要求財政和貨幣政策
保就業方面再發力。從國際看，近期矽谷
銀行、瑞士信貸等美歐金融機構暴露風
險，也是央行降準的考慮因素。

人行一直強調「以我為主、提前應
對」的貨幣政策思路。此次降準亦是一
脈相承。一方面，內地經濟復甦良好但
仍有隱憂：消費復甦但汽車及耐用品等
消費偏弱，生產轉好但高新技術部門生
產有下行壓力，房地產市場回暖但距離
回到繁榮狀態還有很大距離，居民消費
信心仍然不足，外貿出口趨勢性下行等
等，顯示經濟恢復仍需更多有力措施支
持。在此背景下，貨幣政策提前發力，
與其他政策配合，打好支持經濟復甦的
組合拳。

打出組合拳 提振市場信心
另一方面，本周全球資本市場經歷大幅

波動，美國矽谷銀行破產，引發美國銀行
業大跌，瑞信也出現流動性的風險，引發
投資者對於歐洲銀行業的擔憂。同時，美
聯儲下周將召開議息會議，在近期連續發

生銀行業危機後，美聯儲是否加息等決策也將引發市
場波動。央行在此之前宣布降準，將有利於提振市場
信心穩定預期。

此外，也有利於滿足銀行間流動性需求。中國銀行
研究院研究員梁斯認為，在銀行信貸投放大幅增長的
同時，會在負債端同步創造出等額存款，在流動性特
別是中長期流動性沒有增加的情況下，銀行會面臨更
大的存款準備金考核壓力和財務負擔，而降準釋放的
流動性有助緩解金融機構面臨的監管壓力。凱投宏觀
中國經濟主管 Julian Evans-Pritchard也稱，今次人行
宣布降準時並沒有關於希望銀行降低貸款利率的明確
表述，因此，認為此次降準的動機之一是為了給銀行
減輕一點壓力。 ◆香港文匯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微軟近日
宣布將推出名為Copilot的人工智能服務，A股ChatG-
PT概念股昨日也炒起。滬深大盤則漲跌互現，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250點，漲23點或0.73%；深成指報
11,278點，漲40點或0.36%；創業板指報2,293點，
跌8點或0.36%。兩市共成交9,731億元（人民幣，下
同），北向資金淨買入近72億元。本周市場情緒波
動，滬綜指處於一天漲一天跌的「糾結」狀態；隨着
海外銀行業危機的緩解，北向資金大幅回流，幫助提
振指數最終周線小幅收漲。本周滬綜指累計漲
0.63%，但深成指累跌1.44%、創業板指累跌3.24%。

ChatGPT概念股炒起
ChatGPT大幅領漲6%，海天瑞聲頂格升20%，
彩訊股份漲17%，湯姆貓漲15%，同花順漲12%，
奧飛娛樂、寧夏建材、神州數碼、因賽集團升
10%。遊戲板塊跟漲5%，互聯網服務升4%，文化
傳媒、軟件開發等板塊漲超3%；受地產「小陽春」
提振，滬深300地產指數收高0.9%。跌幅榜上，中
藥、醫療服務、醫療器械板塊跌超1%，光伏、釀酒
等板塊亦低迷。

專家：內地樓市企穩是經濟復甦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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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獲外資淨買入近72億

中國人民銀行17日下午宣布，決定於3月27日降低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不含已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

構）。本次下調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約為7.6%。市場預計，此次降準將釋放長期資金約6,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有利於降低銀行的資金成本，支持實體經濟融資，鞏固經濟回升向好態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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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金融機構平均法定存準率變動情況內地金融機構平均法定存準率變動情況

◆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於3月
27日降低金融機構存款準備
金率0.25個百分點。 中新社

◆經濟峰會上，房地產話題備受專家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