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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周一百億逆回購遜預期
【香港商報訊】記者伍敬斌報道：昨日，央行開展
100 億元逆回購操作，單日凈回籠 1900 億元。市場人
士指出，本周公開市場資金到期量較大，疊加 10 月是
繳稅大月，地方政府債券發行也將進一步提速，資金
面將面臨較大壓力。專家認為，9 月央行投放的資金主
要是為了保持國慶假期的流動性。10 月為了穩增長，
資金需求比 9 月更大，央行運用各種工具繼續增加流
動性的幾率很高。

據統計，本周共有 5100 億元逆回購和 5000 億中期
借貸便利（MLF）到期，合計到期 1.01 萬億元，而周
一央行僅 100 億元的逆回購操作低於市場預期。有市
場人士指出，四季度，綜合考慮國債及地方債發行加
速、繳稅大月和公開市場操作大量到期等因素影響，
10 月市場流動性面臨一定壓力，預計資金面整體難現
寬鬆。
不過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植信投資首席
經濟學家連平認為，央行維護流動性的態度應該比較
明朗。他表示，從 9 月份的情況來看，央行凈投放的
資金大概是五六千億，規模已然不小。不過，這裏面
有相當一部分是短期的逆回購，這主要是考慮國慶假
期的因素。現在假期已過，逆回購到期，但資金需求
仍然較大，所以央行再次開啟逆回購也是意料之中
的，雖然低於預期，但還是表明了態度。10 月份的資

金需求應該是比 9
月還要大的，因為
刺激經濟增長的一
系列政策都已開始
出現變化，比如
財政發債加速，
金融需求就會增
加，如此則必須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不夠的話
需要給予補充。當前已有一部分資金到期，市場流
動性壓力開始顯現，這種情況下政策作出一些對沖
是可以預期的，因為這裏面既有經濟增長的需求也
有金融需求，兩者加在一起，10 月份央行對於市場
流動性的傾向應該比較明朗，就是要維護一個比較
寬鬆的環境，各種 「工具」要被掏出來用了。

四季度存在降準可能
節前，即有分析認為出現降準是大概率事件。連平

經濟學人預判經濟總體穩定
本次調查顯示，有 66.5%的經濟學人認為三季度經濟
增速會同比上升，同時有 35.4%的經濟學人認為三季度

經濟增速會環比下降，有 23.4%的經濟學人認為本季度
經濟增速會與上季度基本持平。本期中國經濟學人經
濟景氣指數為 98，比上季度調查小幅下降 4 個點。
經濟學人預判 2021 年三季度經濟增速為 7.8%。對於
全年經濟形勢，經濟學人判斷 2021 年全年經濟增速在
6.0%及以上的經濟學人佔比 76.0%，在 7.0%及以上的
的經濟學人佔比 53.8%。
受電力緊張影響，一些機構下調了對中國全年經濟
增長的預期，但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沒有下調他們對
2021 年中國 GDP 的預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
研究所研究員李鋼認為，儘管此次調研時尚未出現全
國普遍電力緊張現象，但相信缺電問題對全年經濟影

銀行工作人員正在清點貨幣。

中新社

認為，如果確定央行將會維持合理充裕的流動性，那
麼降準也是有可能的。而究竟是否會降準，存款的變
化是降準與否最直接的原因。如果存款增速太低，貸
款需求又大，那麼降準的幾率就越大。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從中長期來看，準備金率是不
是合適。連平判斷，當前的準備金率為 9%左右，稍微
有點偏高，而經濟下行的壓力正在增大，綜合名義
GDP 的增長、M2 以及存貸款資金運行的變化等數據
來考量，準備金率的總趨勢還是要下降的。到時候就
看央行各種工具的運用和搭配了。

響有限。

就業總體穩定但應高度關注
此次調查顯示，經濟學人預判外貿持續良好勢頭。
參與調查的經濟學人中有 65.0%的認為三季度出口量
會同比上升。物價方面，經濟學人預判消費價格上漲
壓力或有緩和，物價水平總體保持平穩。
經濟學人預判就業形勢總體穩定，但應引起有關部
門注意。有 45.1%的經濟學人認為三季度就業形勢會
同比變好，有 28.0%的經濟學人認為就業形勢會與上
年同期基本持平。本期中國經濟學人就業指數為 98，
較上季度調查下降 14 個點。

大灣區主流媒體山東行昨啟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孫珂
報道：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
年華誕，昨日，由山東省委
宣傳部主辦的 「2021 粵港澳
大灣區主流媒體山東行」主
題採訪活動在山東濟南啟
動，來自粵港澳大灣區的 11
家主流媒體記者參加了啟動
儀式。山東省委宣傳部副部
長魏長民出席啟動儀式並講
話。
2020 年 12 月 7 日至 12 日，
山東省委宣傳部主辦了
「2020 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
體山東行」主題採訪活動，
來自粵港澳大灣區的 10 餘家
主流媒體通過原創深度稿
件、短視頻等報道形式，多維度地向海內外受眾推
介了高質量發展的山東。此次採訪活動，開創了山
東半島和粵港澳大灣區媒體深度聯動的宣傳新模
式，達到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2021 年，中國共產黨迎來了百年華誕。百年征程
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齊魯大地，黃河流
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新舊動能轉換起步區、
山東自貿試驗區等國家戰略交匯疊加，山東在國家
發展大局中找準位置、發揮優勢，在主動融入新發
展格局中不斷實現更大作為。
為進一步展現山東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空間，
10 月 11 日至 16 日，來自香港商報、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港真雜誌、香港經濟導報、澳門月刊、南
方都市報、深圳衛視、深圳特區報、晶報、深圳新
聞網、江門日報的 11 家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記
者，將深入濟南、煙台、濰坊等山東腹地，實地採
訪山東落實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
略、深入實施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打造鄉村振

香港商报1952年在香港创办，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
香港主流大报，也是中央政府特许在内地发行的唯一港
报；作为「财经大报，商界平台」，香港商报致力於
做桥樑报、服务报，将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大湾区连
接起来，每天为您送上港味十足的热点新闻和富
有价值的时事评论。热辣多元的财经资讯和权
威到位的股市分析，精彩的粤港两地生活消
费指南，马经、波经、彩经必将令您的阅
读感受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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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粤 0304 民初 45164 号
邓志强 :
本院受理原告梁清华诉被告邓志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因你
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
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副本。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
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开庭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21
日 14 时 30 分，请于开庭时间前 20 分钟在我院庭审管理中心签
到并获取开庭地点。逾期将依法判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21 年 10 月 12 日

2021 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山東行啟動。
興齊魯樣板、傳承紅色基因等方面的典型事例。
山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魏長民在啟動儀式上表
示，山東 2020 年經濟規模達到 73129 億元，今年上半
年 實 現 生 產 總 值 38906.35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達 到
12.8%。山東還是農業大省，是全國首個農業總產值
過萬億元的省份。希望通過這次採訪活動，充分展
示山東的資源優勢和發展前景，充分展現山東與粵
港澳大灣區更為廣闊的合作空間，助力山東與粵港
澳大灣區深化合作、共同發展，更好服務國家發展
大局。
採訪團團長、香港商報副總編輯王軍表示，山東
和粵港澳大灣區同屬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
最強的區域，希望能通過此次活動，讓人們感受到
山東優質的營商環境與澎湃的發展動力，希望媒體
團成員進一步推介和展示齊魯大地的經濟活力和人
文魅力。
本次媒體山東行活動，由濟南市委宣傳部、煙台
市委宣傳部、濰坊市委宣傳部、香港商報承辦。

香港商報
廣告效力宏大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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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國家發改委消息，推動發電供熱用煤直保中長
期合同全覆蓋，是保障能源電力安全穩定運行，牢牢
守住民生用能底線的重要舉措。近日，國家發改委組
織各省區市經濟運行部門積極推動主要煤炭生產企
業、保供煤礦以及發電供熱企業等產運需各方，在
年度中長期合同的基礎上集中補簽採暖季煤炭中長
期合同，推進發電供熱用煤中長期合同全覆蓋。
作為冬季煤炭供應保障的重點地區，9 月 25 日，
東北地區發電供熱用煤中長期合同全覆蓋集中簽約
儀式在京舉行，集中補簽了一批東北地區冬季發電
和供熱用煤合同。十一期間，全國發電供熱用煤中
長期合同全覆蓋繼續深入推進，又一批省份已順利
實現全覆蓋，供暖季保供基礎進一步夯實。下一
步，將多措並舉加強已簽約合同的履約監管，保障
發電供熱等民生用煤穩定供應和價格平穩，確保人
民群眾溫暖過冬。
為進一步做好能源電力供應保障，國慶期間，國
家發改委運行局與各地各有關部門和企業加強聯
繫，密切配合，跟蹤調度電煤日供耗存變化，動態
掌握保供需求，積極推動電廠提高煤炭庫存，組織
各地加大電煤供應、運輸協調力度，保障電力供
應，維護企業有序生產和百姓生活正常開展。
具體包括：一是對接各省區市實施精準保供，優
化資源調度；二是督促發電企業壓實責任、守住底
線，確保電廠煤炭庫存處於合理水平；三是會同自
然資源部、能源局等成立聯合督導組，赴晉陝蒙和
東北等地開展實地調研督導，督促相關企業全力做
好電力煤炭等能源供給；四是商請國鐵集團對部分
地區增加運力，協調人力機具保障電煤運輸。
據統計，截至 10 月 7 日，全國存煤 7 天以下電廠
數量比節前減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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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
理、國家能源委員會主任李克強日前主持召開國家
能源委員會會議，部署能源改革發展工作，審議
「十四五」現代能源體系規劃、能源碳達峰實施方
案等。
李克強說，能源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國仍
是發展中國家，現階段工業化城鎮化深入推進，能
源需求不可避免繼續增長，必須以保障安全為前提
構建現代能源體系，提高自主供給能力。針對以煤
為主的資源稟賦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加大油氣勘探
開發，強化能源科技攻關。
李克強說，碳達峰、碳中和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要科學有序推進實現
「雙碳」目標，這必須付出長期艱苦卓絕努力。要
深入論證提出碳達峰分步驟時間表路線圖。堅持全
國一盤棋，不搶跑，從實際出發，糾正有的地方
「一刀切」限電限產或 「運動式」減碳，確保北方
群眾溫暖安全過冬。提高清潔能源比重，更多依靠
市場機制促進節能減排降碳，提升綠色發展能力。

統調電廠煤炭庫存明顯提升

社科院料三季度 GDP 增速約 7.8%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報道：昨日，中國社會
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期刊《China Economist》發布
2021 年三季度 「中國經濟學人熱點調研」結果。本次
調查發現經濟學人預判三季度經濟總體穩定，GDP 增
速為 7.8%左右，預判 2021 年全年 GDP 增速為 8.2%左
右。經濟學人判斷外貿形勢持續良好勢頭；消費價格
上漲壓力有所緩和，物價水平總體保持平穩；就業形
勢總體穩定，但應引起有關部門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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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能源委會議召開
促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專家指呵護態度仍明朗

10 月份資金需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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