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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缩表”
对中国有何影响？

有分析认为，“缩表” 将收
紧美元流动性， 给美元带来升
值压力， 新兴市场将面临本币
贬值和资金外流等挑战。 美联
储发布消息后， 美元指数从
91.66附近跃升至92.6附近。美
元走强，非美货币相对走弱，人
民币也不例外。21日，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早盘在岸和离岸市场
一度跌破6.6，随后又收复了这
一关口。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报6.5867， 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97个基点。

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
家赵庆明表示， 美元瞬间拉升
和前期持续下跌有关， 美联储
的“缩表”消息只是给了美元一
个反弹动力， 也似乎对人民币
有所压力。但放到全球市场看，
人民币的反应是适度的。

今年以来， 人民币兑美元
累计升值6%左右。“伴随国内
宏观经济持续回稳向好， 市场
对人民币资产的回报预期趋于
改善， 人民币汇率在年内或仍
将稳健运行。 而现阶段美元指
数表现仍主要受制于特朗普政
治风险，或将继续走弱。美联储
缩表不会对人民币形成明显的
外部压力。”评级机构东方金诚
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王青说。

■据新华社

信用积分将成
纳税人隐形财富

诚信就是财富 。国
家税 务总 局 日 前 对 外
发布一系列深化“放管
服”改革的举措，其中包
括建立纳税人信用动态
监管方式， 以信用积分
高低为依据实施差异化
管理。

在《关于进一步深化
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
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
见》中，税务总局提出运
用税收大数据，建立信用
积分制度，健全动态信用
评价和风险评估指标体
系， 实现对纳税人信用
和风险状况的动态监控
评价， 依据监控评价结
果实施分类服务和差异
化管理。

“这就意味着， 那些
纳税信用好、信用积分高
的纳税人可以在领用发
票、‘银税互动’等方面享
受更多便利化服务。”税
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副司
长孙玉山告诉记者，信用
积分将成为纳税人一笔
隐形财富。

为了让守信者一路
绿灯、 失信者步步难行，
税务总局稽查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税务部
门将打通省际、 国税局
与地税局之间的横向通
道， 建立税务系统内部
追逃清单。

■据新华社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20
日宣布，将从今年10月开始缩减总额高
达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缩表”），
以逐步收紧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正
常化。

此外，美联储当天还宣布维持目前
1%-1.25%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不
变， 并预计今年内很可能还将加息一
次，明年还将再加息3次。

美联储当天的决定和市场预期一
致。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缩表”不会给
美国和全球市场带来重大影响。

“缩表”旨在令货币政策回归常态

所谓“缩表”是指美联储缩减自身
资产负债表规模。此举将直接推高长期
利率，推升企业融资成本，从而令美国金
融环境收紧。 可以说，“缩表” 和加息一
样，都是收紧货币政策的一种政策工具。

分析人士表示，“缩表”是美联储逐
步回归到常态化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
举措。美联储目前规模庞大的资产负债
表主要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形成
的， 其初衷是在危机时期稳定金融市
场。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货币政策
回归常态将有助于避免经济过热，防止
新的金融泡沫产生。

不过， 分析人士同时指出，“缩表”
将是一个可能延续数年的缓慢进程，目
前还无法预计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最终
将缩减到何等规模，但普遍预期是不会
回到金融危机前不足1万亿美元水平。
同时，美联储“缩表”进度和程度都将视
美国经济的后续发展而定。

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当天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在逐步“缩表”之后，美联
储未来将更主要依赖利率工具，除非美
国经济严重恶化，美联储不会逆转“缩
表”进程。

3个月前就喊，市场已有预期

今年以来，美联储就加息前景始终
和市场保持沟通， 并于6月宣布了“缩
表”意向。由于市场对“缩表”已有充分
准备，无论是美国金融市场，还是全球
资本流动，都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修正数据
显示， 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率高达
3%，上半年增速为2.1%。自2009年6月
走出衰退以来，本轮经济扩张已是美国
历史上持续时间第三长的经济扩张期，
并很有可能成为最长的经济扩张期。

在20日美联储宣布“缩表”决定前
后，纽约股市波动幅度不大，显示市场
已基本提前消化了这一消息。 今年以
来，标普指数涨幅已近12%，而道指涨
幅更是超过13%，这意味着美联储收紧
货币政策并未影响到股市投资信心。

同时， 今年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
调整也并未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明
显影响。“我认为这次美国收紧货币政
策的影响，将比以往小得多，”美国智
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
波森对新华社记者说，“和过去美联储
收紧货币政策时相比， 如今世界经济
状态明显更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
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3.5%
和3.6%。此外，世界贸易组织预计，今年
全球贸易增幅将达2.4%，远高于去年的
1.3%。 在美国不断收紧货币政策之际，
全球经济展现出了巨大韧性。

■据新华社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
发《关于支持北京市、上海市
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的意
见》，支持北京市、上海市深
化发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工
作， 鼓励两市以制度创新为
核心，结合本地实际，在共有
产权住房建设模式、 产权划
分、使用管理、产权转让等方
面进行大胆探索， 力争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

《意见》要求，发展共有
产权住房，要制定具体管理
办法， 明确供应对象范围，
建立健全共有产权住房配
售定价、产权划分、使用管

理、 产权转让等规则， 明确
相关主体在房屋使用、 维护
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共
有产权住房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

《意见》指出，发展共有
产权住房， 是加快推进住房
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的重要
内容。 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
点，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 通过推进住房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加快解决住房
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问题。

■据新华社

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
19日证实， 过去两天内分别
在两家医院的输液袋里发现
一只苍蝇、一只蟑螂，其中含
有苍蝇的输液袋还被用在一
名不足半岁的婴儿身上。

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宣布
启动调查， 目前已下令召回
大约11万个输液袋。

食品医药品安全处19日
透露， 卷入丑闻的分别是位
于首都首尔西部的梨花女子
大学沐洞医院和位于仁川的
仁荷大学医院。

17日晚间， 梨花女子大
学沐洞医院一名5个月大的

婴儿正因尿路感染而接受输
液时， 其父母突然注意到输
液袋里有一只苍蝇， 于是赶
紧叫来医务人员。当时，输液
已经进行了大约两个半小
时。 院方随即把此事上报给
食品医药品安全处。

据韩国《中央日报》20日
报道， 这名婴儿19日接受血
液检测，未受细菌感染；22日
将接受第二次验血。

18日，仁荷大学医院的一名
护士正准备给病人输液时，发现
输液袋里有一只蟑螂， 于是弃
用这个输液袋并上报此事。

■据新华社

美联储宣布“缩表”，雷声大雨点小
未超市场预期，分析人士认为对全球影响有限

住建部支持京沪
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

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戴上“紧箍咒”

输液袋惊现苍蝇、蟑螂！
韩国启动调查 下令召回

9月20日，在美国华盛顿，美联
储主席耶伦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新华社 图

《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
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
意见》21日正式对外公布。意
见提出， 要坚决防范地方和
部门不当干预。 研究制定防
范和惩治领导干部干预环境
监测活动的管理办法， 重点
解决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和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影
响，指使篡改、伪造环境监测

数据，限制、阻挠环境监测数
据质量监管执法，影响、干扰
对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
为查处和责任追究， 以及给
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下达环
境质量改善考核目标任务等
问题。

对于环境监测机构的数
据质量责任， 意见提出建立
“谁出数谁负责、谁签字谁负

责”的责任追溯制度。采样与
分析人员、 审核与授权签字
人分别对原始监测数据、监
测报告的真实性终身负责。

意见还提出严厉惩处环
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并要求大力推进部门环境监
测协作、 加快提高环境监测
质量监管能力等。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