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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景源是在“全国市场销

量领先品牌信息发布会”上说

这番话的。他表示，中国今年

要实现4%左右的CPI控制目

标，有三点“难度”和两个“基

础”。

“难度“首先体现在今年

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将大过去

年。海关总署此前公布数据显

示，中国2月份出现73亿美元

逆差。姚景源分析说，逆差的

出现，源于原材料单价的上

涨。虽然这一方面的冲击可以

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对冲，但若

升值幅度过大，带来大量失业

问题，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是
不利的。

过剩的流动性也是一个

需要解决的问题。姚景源说，

央行采取的系列措施已逐渐

显现出成效，但问题不是一下

子就能解决的。控制物价水平

的第三个难题在于农业基础

的薄弱。姚景源说，中国农产
品的流通看起来风风火火，但

仔细分析，大家都在向农村卖

东西，帮助农民往外卖东西的

措施还略显不足。

姚景源说，4%左右的控制

目标实现起来虽有难度，但也

有两个重要的物质基础。首
先，粮食连续丰收后，农产品

库存充足。其次，消费品市场

上供给仍略大于需求。姚景源

说，这样的格局下，无法轻易
涨价的企业会努力通过科技

进步和管理创新来对冲成本

的上涨。PPI向CPI传导的压力

或将有所减轻。

三月期央票利率持稳
连续净回笼缓释调整存准率压力

在17日例行的公开市

场操作中，央行发行了500

亿元三个月期央票，并进

行了600亿元的91天正回

购操作。在此前经历了连

续两周的调整后，三个月

期央票的发行利率此次持

稳在2 . 7944%；正回购的中

标利率也持稳在2 . 8%。

由于发行利率的调

升，公开市场的回笼能力

有效恢复。本周二的一年

期央票发行从前一期的

10亿元放量至100亿元，

本周四的三个月期央票
发行也放量至 500亿元。

分析师认为，三个月期央

票的量升价稳缓释了紧

缩预期，显示央行此前提

高央票利率重在回收流

动性，短期加息预期进一

步放缓，同时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的压力也在减轻。

(经济参考)

今年第三次“提准”

大型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0%

中国人民银行18日宣

布，从2011年3月25日起上

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准备金率0 . 5个百分

点，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三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
去年以来的第九次上调。

经过此次调整，大型金

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将达

到 20%，再次创出历史新

高，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

备金率将达到16 . 5%。根据

央行公布的2月份银行存

款数据估算，此次上调存款

准备金率可以一次性冻结

资金3600亿元左右。

近期，央票利率持续走

高也增加公开市场操作的

难度。3月15日，一年期央票
发行利率在连续四周持平
后 上 行 2 0 个 基 点 ，至

3 . 1992%，超过3%的一年期
存款利率，并引发了加息的

预期。同日，财政部与央行

进行的300亿元中央国库现

金管理商业银行6个月定

期存款招投标，中标利率高

达6 . 23%，甚至超过6 . 06%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证

券时报)

姚景源：

今年输入型通胀压力大过去年

格财经点对点
格宏观动态

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3月20日在“全国市场销量领先品牌信息发布会”

上表示，中国今年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大过2010年。人民币升值虽可对冲一部分压力，

但若升值幅度过大，出口受到冲击，会带来大量的失业问题。对于4%左右的CPI控制目标，

姚景源表示“有难度”但“能实现”。

“您尾号为××的银行卡

在2011年3月×日在××商场

消费人民币 2 0 0 0元，特别提

示。”很多消费者都收到过类似

银行发出的短信提示，消费者

也觉得，这样的提醒方式方便

又实用。但银行会为这种便利

的提示方式每月收取两三元的

费用，一年下来就得花上二三

十元。

近日，市民刘女士打来投

诉电话称“一个月内银行连续

收取服务费，银行卡里的钱越

放越少。”银行卡里的钱居然

“缩水”了，这个情况让市民刘

女士很添堵。银行工作人员表

示，银行收取了本年度相应的

小额账户管理费和当月的短信

通知费。

刘女士介绍，2009年6月，

她芝罘区南大街建设银行开了

一个储蓄账户，因为不经常使

用所以她并不了解银行卡的扣

费情况。近日，她无意间看到这

张卡，准备看看卡里有多少余
额然后把账户注销。“不查不知

道，原来储蓄卡还收那么多费

用。这张卡已经很久不使用了，

当然也就没有交易产生，那么

十几块的短信服务费为谁服务
了？”

银行收费项目多，一直以
来饱受诟病。在3·15前夕，银监

会、央行和国家发改委等三部

门联合发文，要求银行业金融

机构从今年7月1日起免除人民

币个人账户的11类34项服务收

费。

消费者认为，银行卡本身

就收取年费，短信服务应计入

年费的服务项目内，要收也是

按条收费更合理。据记者了解，

目前烟台市各大银行对于短信

服务的业务普遍收费2-3元。储

蓄卡(借记卡)若开通短信通知

业务，很少有银行为您买单的。

工行收费2元/月，部分网点搞

优惠时前3个月免费；建行3元/

月，包年30元/年；中行对储蓄

卡不提供这项服务；中信银行

总行要求收费，3元/月。

走访烟台市多家银行后，

记者算了一笔账，对于某些银
行借记卡的持卡人而言，按目

前收费标准计算，以建设银行

为例：36元/年短信服务费(包

月)，加上10元年费加上12元的

小额账户管理费，一共就是五
六十元了。对于再加上偶尔需

要支付的，如密码重置、存折更

换、打印账单等那些不是大众

心目中常态化的银行服务项

目，这笔数目就很可观了。

市民孙女士姐表示，“短信

提示又不是天气预报一天一
条，有时候一个月都不会受到

一条短信，没提供服务，我们还

要交费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信用卡用户曲先生表示：

“每条短信的成本是一毛钱，我
每个月一般收到两三条银行发

的短线，2条短信3块钱，这个服

务还真“不便宜”。”

业内人士表示，免除银行

部分手续费对股份制银行、商

业银行影响较小。对四大国有

银行影响较大，但不至影响业
绩。

不难看出，如持卡人较为
关心的部分银行信用卡挂失费

用过高，乃至跨行取款手续费

的上涨；以及异地跨行汇款手
续费高居不下等，这些很多消

费者关心的问题，目前烟台市
场上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银行冒险来“揩油”

银行储蓄卡用户每年“被”买单58元
专刊记者 牛蕊 实习生 周旭

根据央行的时间表，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

交行和招商银行、邮储银

行应在今年6月底前开始
发行金融IC卡，其他商业

银行开始发行金融 IC卡

的时间为2013年1月1日，

而2015年1月1日起在经

济发达地区和重点合作

行业领域，商业银行发行

的、以人民币为结算账户

的银行卡均应为金融 IC

卡。此前，部分地区已经

开始试点金融IC卡。

与此同时，央行也

在极力搭建芯片卡的受
理网络。央行要求，在今

年 6月底前直联POS (销

售点终端)能够受理金融

I C 卡，全国性商业银行

布放的间联POS、ATM

( 自 动 柜 员 机 ) 需 要 在

2011年底和 2012年底受

理金融 I C卡，2 0 1 3年起

实现所有受理银行卡的

联网通用终端都能够受

理金融IC卡。

七大行6月份前始发金融IC卡
银行卡“磁条时代”将逐步退出舞台

人民币汇率

货币 中间价（%）

美元汇率 658 . 83

英镑汇率 1052 . 94

欧元汇率 895 . 58

日元汇率 7 . 97

港币汇率 84 . 57

贷款利率

贷款时限 个人一般贷款（%）

6个月内 5 . 60

6个月至1年 6 . 06

1年至3年 6 . 10

3年至5年 6 . 45

5年以上 6 . 60

存款利率

存款时限 活期 整存整取（%）

3个月 0 . 40 2 . 60

6个月 0 . 40 2 . 80

1年 0 . 40 3 . 00

2年 0 . 40 3 . 90

3年 0 . 40 4 . 50

财经数据

(2011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