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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6 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丁雅雯 温希强）继上周通过

“组合工具”向市场投放逾1.5万亿元
后，中国人民银行 26 日再次进行了
逆回购操作，向市场投放 4400 亿元
流动性。

此次央行的逆回购操作为7天800
亿元和28天3600亿元，中标利率分别
为2.25%和2.6%。由于有800亿元资
金到期，因此本周实现资金投放净
3600亿元。

受春节前提款需求增多、企业上缴

财政税收款等因素影响，市场资金面一
直紧张。来自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的数据显示，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
率（SHIBOR）近一周内持续走高，26
日前后，隔夜、2周、1月利率均达近几
个月高点。

民生证券研究院固定收益组负
责人李奇霖认为，1 月情况比较特
殊，流动性紧张主要因为春节前提
款需求增多，企业需要缴纳财政税
收款等因素造成，属于短期的流动
性紧张。

“截止到目前，央行本月向市场投
放了近2万亿的资金，这样计算供给侧
资金缺口基本填补，但是需求侧资金缺
口可能依然存在。”李奇霖说。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
部研究员陈亮表示，除春节资金需求旺
盛、企业缴税两个因素外，汇率和资本
流动也会对资金面产生影响，预计公开
市场操作会持续到春节前。

业内普遍认为，在去产能、去库存、
去杠杆的背景下，央行未来有使用中长
期流动性工具的可能。

缓解“钱紧”压力

央行巨量逆回购

1月26日，一位市民手机上的股票软件显示上证指数报2749.79点收盘。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1月26日，行人从香港旺角一处银行电子显示屏前走过。当日，香港恒生
指数下跌479.34点，收报18860.8点。 新华社发（伍永健 摄）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79.34点

这几天，国际资本市场阴霾密布，
有人高调唱空中国经济，有人叫嚣做空
亚洲市场。投机者就像嗅到了血腥的
秃鹫，喧闹异常，兴奋异常。他们变得
语态坚定，志得意满，不容置疑，仿佛只
需布局空头，整个世界便唾手可得。

作为主要利益攸关方，中国政府却
显得不慌不忙，不急不躁，继续专注于结
构性供给侧改革。中国何以有如此大
的底气和定力？原因很简单：做空者活
在过去，中国却在把握当下，谋划明天。

就在上周，美国著名投资家、量子
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在参加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期间高调宣称，鉴于经济减
速、债务负担、资本外逃等因素，中国经
济难免硬着陆，中国将加剧全球通缩。

索罗斯的这个所谓“观察得出的结
论”很能代表一部分做空者的论调，只可
惜这种观察视角显然属于“选择性失明”。

去年，在内外压力之下，中国经济
仍然实现了6.9％的增长，GDP 总量比
2014年增加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这个
增量超过了瑞典或者阿根廷GDP总量，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仍超25％。

同样是去年，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
逾万亿元人民币，在多个细分市场位居
全球前列，直接拉动外部市场增长；中
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对外投资超过
7350 亿元人民币，同比大涨 14.7％，为
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源源活水。

显而易见，由于中国经济体量更加
庞大，即便增速稍有回落，增量仍然可
观。可以想象，如果缺了中国经济这一
大块新鲜蛋糕，世界经济将会糟糕得

多，通缩局面也将会严重许多。
可见，中国非但没有输出通缩，反而

是输出了全球市场紧缺的需求和资本，为
众多行业贡献了商机和就业。中国是世
界经济当之无愧的财富之泉、机会之源。

谈到究竟是谁加剧了全球经济不景
气的话题，索罗斯的昔日搭档、同为量子基
金创始人的吉姆·罗杰斯日前告诉彭博社，
当前全球经济麻烦的真正源头，是美联储
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政府债务不断膨胀。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最新报告，
去年，在新兴经济体普遍承压的情况下，中
国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依然高达1360亿美
元，逆势增长6％，总量位居全球第三位。这
样的数据，让所谓“资本外逃论”不值一驳。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优
化，也在引导外资流向。数据显示，去
年流入中国制造业的外资有所下降，但
流入服务业的外资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使中国吸收的外资总量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受中国政府“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政策影响，民间投资创业热
情高涨，新经济潮涌正澎湃前行，强势
输出新经济动能。据统计，仅去年上半
年中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 685.1 万
户，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上万户，成为
孕育社会就业的崭新因子。

显然，在保持稳定增速、强劲创新
活力、较高就业率和外资利用水平的情
况下，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可
能硬着陆。这个结论作为主流经济学
界和市场人士的普遍判断，几乎是一个
常识般的存在。然而，对待如此显而易
见的道理，恰恰是那些浸淫市场数十载
的资本老手，偏偏反其道行之，指天说
地，信口雌黄，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唱空者要么

没有做好功课，仍然用旧眼光看待新事
物；要么就是主动为之，目的在于误导
市场，从中牟利。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李稻葵日前告诉媒体，索罗斯唱
衰中国的观点“完全不切合实际”，他对
中国的基本情况有目无睹，没有做功课。

李稻葵还表示：“如果索罗斯这次
这么干，他一定会亏本，作为朋友我很
替他担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
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告诉新华社记者，
做空操作兵贵神速，重在隐秘。眼下，
某些做空者大肆宣扬做空意图乃至品
种，可能包藏“唱空做多”的把戏，市场
需要提高警惕。投身风雨无常的资本
游戏，智者会用自己的眼睛看市场，自
主把握投资方向，而不会把命运交给某
些没来过中国几趟的唱衰者。

诚然，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
但问题恰恰是倒逼中国前进的动力。
当前，中国政府以问题导向，全面深化
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把化解过剩产能、
财税改革、结构调整、简政放权、产业革
新等改革决断，物化为踏石留印的具体
措施。相关政策措施正在中国掀起新
经济浪潮，爆发出巨大能量。

可以预见，中国改革红利必将转化
为投资良机，造福那些勤于观察、冷静
判断的投资者。

有幸见证剧烈变革的中国经济，投
资者与其听信那些看不懂、参不透、瞎
忽悠的“大师”，倒不如沉下心扎实做
调研，透视那些足够让中国保持淡定
的新动能，并从中洞见与中国共赢的
新机遇。 记者 傅云威 谢鹏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有人唱空中国经济，有人叫嚣做空亚洲市场

置身做空喧嚣 中国缘何淡定
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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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向温暖的热带海岛竟然也冷
了起来，遇到了自2000年以来的首个三级
寒冷天气。连续几日，寒风裹挟着冷雨，户
外十分寒冷，但在作为海南省唯一一家安
装暖气的医院——海南省肿瘤医院病房
里，却依旧温暖温馨。

WIFI覆盖的病区，崭新的、全自动化
的病床，室内可调节温度的设备，就连病号
服也是温馨的看着让人愉悦的粉红、天蓝
的小碎花棉布衣服。迎面走来一位女患
者，看着她身着粉红的小碎花棉衣，似乎步
子都轻盈了许多，让人产生她不是来治病
而是来热带海岛度假的错觉。

黑龙江省哈尔滨的于女士正躺在病床
上和病友聊天。她是追随海南省肿瘤医院
肝胆胰外科主任李铎的脚步来到海南治病
的。“两年多前，我就查出患有胃下垂。为
了治病，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病友圈，大家都
说李铎教授手术做得好。可惜，两年前我

到北京宣武区医院去找他治病时，他刚巧
出国工作了。”于女士说，她只有耐心等李
铎回国。去年底，当她从病友圈了解到李
铎去年已经回国，并到了海南省肿瘤医院
工作，喜出望外。1月11日，她从黑龙江专
程赶到海南，等候李铎主任为她做“胃折叠
悬吊手术”。

“医院给了我很多惊喜。”于女士没想
到，一家社会资本建设的专科医院，条件竟
然这么好，医院就在海边，从病房望出去，
视线开阔，蓝天、大海，医院里面安装了暖
气，让从冰天雪地而来的于女士心情格外
好。于女士的病床边有一张小桌子，上面
摆着她的手提电脑。“病房有免费WIFI，可
以上网聊天、看电影、看新闻、炒股赚钱。”
于女士笑着说，在海南省肿瘤医院治病，像
在度假一样，治病、度假、炒股，三不耽误。

湖北60多岁的曾老太太的病和于女
士一样，只不过她已做完手术，恢复良好。

她的儿子正在帮母亲收拾行李，准备出院回
家过年。“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好的医院、这么
好的医生、这么好的护士！”老太太反复赞叹
海南省肿瘤医院不仅医疗技术好，医疗服务
质量更好。医生每天都要查两次房，检查她
术后恢复情况，仔细叮嘱注意事项。

“胃折叠悬吊手术”是微创手术，要求
手术精度很高。曾老太太说，整个手术过
程非常顺利，几乎没有任何痛苦就做完了
手术，住院期间全部费用25000元。让她
高兴的是，两省之间有医保协议，她回去后
还能报销医药费。“可以健健康康回家过
年，这比什么都好！”老太太喜笑颜开。

61岁的内蒙古人范先生，曾因长时间
腹痛拉肚子到北京301医院做肠镜检查，
被告知系“肠胃功能紊乱”，因而一直没在
意。后来病情恶化，至去年12月中旬，到
海南一八七医院检查，确诊其直肠下端距
肛门缘有5-6cm 管状腺癌。他从网络了

解到，2015年12月25日海南省肿瘤医院
要开业，就耐心等待。开业当天一大早，范
先生就赶到海南省肿瘤医院挂号，是医院
首席专家、副院长、国内著名肿瘤外科专家
邵永孚接诊的第一位患者，并预约1月10
日手术。手术非常成功，邵永孚教授为他
实施了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实现了他无
癌生存的心愿。这样的大手术，术中竟未
输血，让范先生深为叹服！“太了不起了！
海南省肿瘤医院从全国聘请了最厉害的肿
瘤防治专家，是海南肿瘤患者的福音啊！”

据了解，海南省肿瘤医院开业虽不久，
但名声已传至省外，不少外地患者慕名而
来。“湖南、湖北、东北、四川、江西，甚至北
京、广东、上海、天津这些医疗发达地区的
患者也来我们医院治病。”该院医保办主任
陈映南介绍，医院开业至今，住院患者共计
90多人次，其中一半是外地人，已有42名
外地患者康复出院。（小可 刘泽林 王超）

海南省肿瘤医院不仅为本地肿瘤患者提供了优良的医疗服务，还吸引越来越多外地患者入琼治疗

海南省肿瘤医院：“五个一流”吸引外地患者

海南省肿瘤医院开业虽不久，但已有不少外地患者慕名而来。 高林 摄

新华社东京1月26日电（记者
许缘）受隔夜美股下跌、油价再度走低
以及日元小幅升值影响，东京股市26
日低开低走，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
格指数大跌2.35％。

隔夜美股下跌，东京股市26日低
开。此外，原油价格走低动摇投资者
信心，进一步拉低大盘指数。早盘收
盘时，东京股市日经股指下跌310.94
点至16799.97点，跌幅达1.82％。

下午交易时段，油价下挫导致投
资者将日元作为避险资产，日元对美
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18日元
下方，大盘下行压力扩大。

当天，东京股市全线下跌，其中海
运业和矿业等股票下跌明显。

到收盘时，日经股指下跌402.01
点，收于16708.90点。东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32.40点，收于
1360.23点，跌幅为2.33％。

受隔夜美股下跌等因素影响

日经股指大跌2.35%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高
伟）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日前发布2015年四季度
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预测，在近年来房地产
市场趋于饱和、同质化竞争以及电商冲击下，一二
线城市商服地产库存高企，尤其是在新兴区域已经
不容忽视。

报告指出，2016年全国市场将迎来近930万平
方米的写字楼新增供应，其中约有53％的比例来自于
各城市的新兴区域。

上海、深圳和广州等一线城市今年将迎来供应的
高峰，这些新增供应中近一半都位于完全新兴的区
域，比如上海的虹桥商务区将迎来第一波供应高潮，
预期2016年的新增供应将达15万至20万平方米。

供应过剩促使写字楼空置率进一步增加，报告
预计2016年底全国17个主要城市写字楼累计空置
面积将增加32％，约1530万平方米。城市间以及
同一城市不同板块间的分化将继续加大，一线城市
中广州的空置率超过10％；大部分二线城市空置率
超过20％；成都、重庆、无锡、长沙的空置率将至少
连续第三年处于30％以上。世邦魏理仕认为，市场
不仅严重供过于求，而且新兴板块将比核心区域承
受更大的库存压力。

去年一二线城市
新兴商务区地产库存高企

今年将迎来近930万平方米的写
字楼新增供应

图为1月26日长沙城区一处新建商品房。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最

新楼市数据获悉，2015年长沙商品房成交量大幅增
长，但去库存仍需13个月。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 摄

去年长沙商品房成交量大增
但去库存仍需13个月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华晔迪）记者
26日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国资委近日部署2016
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提出着力引
导企业加快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负责
人绩效年薪增长应与本企业经营业绩提升和经济效
益提高相匹配。

根据国资委部署，2016年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
考核工作，将科学界定企业功能定位，积极推进分类
考核；业绩考核主攻方向是着力引导企业加快打造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
成本、补短板，加速处置“僵尸企业”，不断提质增效
升级。

国资委提出，新的一年将着力建立健全工资效
益联动机制，切实发挥工资总额“四两拨千斤”的杠
杆作用，同时完善与考核评价结果紧密挂钩、与承担
风险和责任相匹配的企业负责人薪酬机制。国资委
同时提出要抓好董事会职责落实：既要充分体现出
资人意志，认真行权履责，又要加强对经理层的考
核，与经理层签订业绩合同，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
任落到实处。

国资委：

央企负责人绩效年薪
应与业绩、效益相匹配

新华社上海1月26日电（记者桑
彤）沪深两市在原油回调和外围市场下
跌的影响下低开并一路向下，跌幅均逾
6％。沪指失守2800点，创13个月来
新低，深指跌破万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2907.72点低开
震荡盘整，午后快速跳水，下跌188.72
点，报收2749.79点，跌幅达6.42％，创
年内第三大跌幅。深证成指也同步大
幅下挫，跌破万点大关，报9483.55点，

跌708.98点，跌幅达6.96％。
创业板领跌两市。创业板指数下

跌164.78点，以1994.05点报收，跌幅
高达7.63％。

股市大幅下跌，仅50余只个股飘
红，再现千股跌停。不计算ST个股和
未股改股，两市有10只个股涨停，约
1100只个股跌停。

指数大幅下跌，无一板块幸免，全
线下跌。银行、保险跌幅较少，板块跌

幅约5％；互联网、软件服务、医疗保
健、商贸代理等多板块逼近跌停，券商
股跌逾9％，华泰证券、国海证券、东吴
证券、山西证券等10只股跌停。

伴随着股市下跌，沪深两市量能放
大，分别成交2126亿元和3105亿元，
总量放大到5200多亿元。

沪深B指同样难以幸免。上证B
指跌4.90％至 341.36 点，深证B指跌
3.80％至1131.88点。

沪深两市跌逾6％ 沪指创13个月来新低

A股又现千股跌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