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讯）中国官方及财新／
Markit昨天公布的6月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双双下滑，显示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并未得到明显缓
解。有分析认为，中央应进一步加
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
　　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国家统计
局昨天公布官方PMI指数，6月份
制造业PMI为50，符合彭博调查得
到的经济学家预期，比上月份微降

0.1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
　　这是PMI自今年3月份跃升至
荣枯线上方以来，连续四个月高于
临界值或与临界值持平。

中小企业PMI下行16个月
　　同时，由财新／Markit昨天联
合公布，偏重中小企业的6月PMI
则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至48.6，为
今年2月以来最低水准，且已连续
16个月收缩。
　　Markit提供的新闻稿显示，产
出、新订单、价格等主要指数环比
纷纷回落；产出指数环比下降1.7
个点至48.1，连续三个月处于收缩

且为四个月来最低。
　　6月制造业就业状况与前月接
近，就业指数仍然接近2月创下的
七年来最低记录。近10%受访厂商
月内压缩用工，当中部分厂商是为
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厂
商继续收紧库存控制，月内成品库
存与采购库存皆降，但降幅皆较上
月放缓。　　
　　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主管
钟正生表示，“整体而言，二季度
经济要明显弱于一季度，说明经济
增长下行压力并没有缓解。”
　　他认为， 在外部环境动荡之
时，为避免经济急剧下滑，政府必
须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同时维
持稳健货币政策。
　　据路透社报道，受访厂商表
示，经济疲弱，影响了客户需求，
全球市况恶化，削弱了外国客户需
求。

服务业较显活力
　　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公
布的非制造业PMI为53.7，高于5月
的53.1，位于枯荣线上方，显示服
务业表现较有活力。
　　彭博社分析，全球经济前景黯
淡继续打压着制造业产出，英国脱
欧更是加剧了这一黯淡前景；然
而，中国的内需表现坚挺，从外卖
到电影票，各类服务业支出呈现出
上升势头。
　　分析称，去年10月份以来，中
国央行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纪录
低点，以在寻求化解过剩产能的过
程中确保经济不脱轨，支持经济增
长的重担因此就落到了财政政策肩
上。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
称，未来数月经济增长仍将由政府
和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至于央行则
会非常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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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ＰＭＩ下滑至临界点
就业仍处七年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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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贬值预期何时休？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50，较上月微降0.1点。财新／Markit
发布的制造业PMI连续三个月下滑，至48.6。

　　正如市场预期，台湾央行在
6 月30日召开今年第二季理监事联
席会议决议，将重贴现率下调12.5
个基点至1.375%。
　　这是台湾央行自去年第三季度
的会议决议以来，连续第四个季度
调降基准利率。
　　鉴于台湾官方较早前将经济增
长预测值下调，此次台湾央行调降
基准利率，是在市场的广泛预料之
中。不过，有小部分的分析师此前
希望台湾央行能够下调25个基点。
　　台湾央行此次的决议，在很大
的程度上，也受到英国6月23日举
行公投意外通过“脱欧”，并引发
市场波动的影响。
　　在联席会议后，台湾央行对外
表示，降息有助于支持经济增长，
而英国脱欧为环球贸易带来下行风
险。
　　央行也指出，当前台湾货币政
策相当宽松，必要时，可兼采弹性
的总体审慎措施，以维持金融稳
定；同时搭配扩张性财政政策，并
致力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带动台湾
经济持续增长。
　　台湾央行总裁彭淮南在会后的
记者会上说，台湾必须避免过度使
用货币政策，因政府今年已经启动
了扩张性财政政策。
　　他也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联
邦储备局今年不太可能会加息。
　　台湾经济仍面对严峻的挑战，
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发达经济体不
平衡的复苏动能，以及中国大陆经
济增速放缓。 

　　这也反映在台湾的出口上。
今年5月份，台湾出口年比下滑了
9.6%，较4月份萎缩6.5%，幅度又
扩大了，而且是连续第16个月萎
缩。这一周期的“外贸衰退”，比
环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连续14个月下
滑还要长。
　　今年1月至5月，台湾的出口年
比萎缩了10.6%，但较去年下半年
的萎缩14%稍有好转。
　　随着重贴现率下调到2009年环
球金融危机时的1.25%历史新低水
平，我们认为台湾央行能做的，大
致都已经做了。联席会议后的讲话
中，可以看出台湾央行从现在开
始，将不会有所作为，因为央行
已经指出，现行的政策已经“很宽
松”。
　　不过，由于英国脱欧公投的溢
出效应还令市场动荡不安，我们预
期台湾央行会做好准备，随时采取
更进一步的行动。除此之外，我们
认为台湾央行至今年底，都将维持
基准利率在1.375%。
　　在经济增长前景方面，我们维
持台湾当地生产总值（GDP）年比
增长1.1%，与官方的1.06%预测值
一样。此前，台湾官方在今年2月
份作出的预测值为增长1.47%。
　　至于美元兑新台币汇率，我们
已经将今年底的预测从原先预测的
31.9新台币兑一美元调整为32.4新
台币兑一美元。这主要是反映6月
24日，也就是英国脱欧公投后的不
利市场状况。

（大华银行研究报告）

热点
中国财经

台湾央行降息在意料中
市场论

　　她对版图的想像，是在中国划
上“米”字，并在四条线上开展不
同的品牌服务。在她与丈夫何光平
22年的努力下，悦榕集团已快速拓
展版图到12个国家。
　　“生意，就是活生生的理念与
意念。所以绝对不能停摆、一定要
有新东西出来。”新加坡悦榕集团
高级副总裁张齐娥的语调，充满活
力。
　　悦榕集团是亚洲顶级酒店的代
表。从她与何光平在普吉岛建立第
一个据点开始，22年来，悦榕集团
已经以三个属性各不同的酒店与
住宅品牌，进驻了12个国家。加上
spa、精品店等事业体，去年悦榕
集团营收就达3亿7000万新元。
　　这两年，夫妇俩更是马不停
蹄。去年下半年，悦榕集团在普吉
岛开幕的第三个品牌悦梿创新经营
模式：顾客可以买下酒店，扣除自
己入住的天数后，其他时间由悦榕
集团帮忙分租与管理，既可住宿享
受假期，又可分利。
　　而将在今年以古巴为第一个据
点新品牌悦苑，则有别于悦榕庄的
私密、低调奢华，以年轻人為目
标，注重高科技、社交娱乐的体验
和个性空间。
　　从去年开始发展的“悠品悦榕
服务”，则设计出七八十种不同的
主题活动，从学舞、读书、烹饪到
游泳等，客制化的管家服务连结在
地资源，满足顾客需求，也成为邀
请更多顾客投资的有效行销管道。
　　负责推展中国业务的张齐娥对
版图的想像，是在中国划上一横一
竖两条斜线，形成“米”字——四
条线则各布建悦榕集团的品牌，如
昆明、西双版纳，再延伸到槟城、
新加坡，就是其中一条路线。“那
我就可以真正退休了”，65岁的张
齐娥笑说。

坚持落实绿色计划 
永续发展企业责任
　　但无论往哪发展、增加多少品
牌，张齐娥都坚持，“要落实我
们的绿色计划，以及对社群的责
任”，着眼环保、人文，关注永续
发展，是悦榕集团最鲜明的特质，
也是成功关键。
　　“他们的价值主张，为企业的
定位形塑出很好的愿景，就是要做
‘地球的守护者’。”台湾体育运
动大学运动事业管理系副教授、也

是前剑湖山集团总经理的萧柏勋指
出。
　　创办悦榕庄之前，他们夫妻两
人曾在香港住了三年。张齐娥一边
念社会学，一边当助教；何光平则
是《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因为
香港住宿太贵，他们决定住在南ㄚ
岛的榕树湾，每天早上搭45分钟渡
轮，再转一小时的巴士上班。
　　他们也都热衷旅游，常背着背
包就出发，甚至在火车上过夜。尤
其是何光平在担任记者时常要四处
採访，张齐娥就跟着跑。
　　后来，何光平父亲中风，他们
因此回到新加坡，但香港榕树湾那
段俭朴却浪漫的生活，成为他们后
来发展事业的种子。1983年，他们
到普吉岛度假，在夕阳的金色光辉
中，他们脑袋一热地买下了200多
公顷的地，想改造为度假屋。
　　然而，买下地后，他们才发
现这块废锡矿场完全无法开发。
“那时是又纯又蠢，但就是一腔热
血”——张齐娥曾在一次演讲中自
嘲。
　　但他们没有抱怨，而是开启了
一连串的改造工程，从施肥加固地
面、污水处理，到移植植物等。
　　“我们两人，一个是不喜欢经
济图表的经济学家，一个是不想与
生意扯上关系的社会学家。”张齐
娥在自传《登陆记》中写道，“我
们只渴望在蕴含丰富文化的异国环
境中，重新捕捉年轻时候浪漫假期
的梦幻体验。”
　　社会学家加上经济学家的组合
独树一格，也主导了悦榕庄的营运
方向。

坚持20年的共生主张 
建实验室倡保育再生
　　他们强调“以和为贵”，意思
是尊重当地的人文与自然，和谐共
生。
　　例如，建在马尔地夫的瓦宾法
鲁悦榕庄，只用轻型船来运输建
材，为的是保护珊瑚礁，他们之后
甚至在这里创建实验室，进行海龟
和珊瑚的保育计划；又如在印尼民
丹岛建悦榕庄时，他们也尽可能不
破坏原始雨林中许多年存在了50多
年到百年的大树，最后只移动了三
棵树；在云南的仁安悦榕庄，则是
买下原要拆除的老旧藏式小屋，再
以传统的方法、原材料重建。他们
甚至在这儿建立了再生系统，也捐

赠教育器材、太阳能板等，融入社
区。
　　他们夫妻俩的其他事业也秉持
同样的理念。例如，新品牌悦梿要
求无纸化；贩售精品的悦榕阁，则
直接和村落手工艺者购买產品，避
免中间商的剥削；他们的设计团队
也会进驻，帮忙加值手工艺商品
等。
　　这样共生共存的文化深入集团
各处。台湾区行销总监殳蓁蓁就举
例，就连举行road show时的茶点，
也有部份是向弱势团体购买的。
　　这样坚持了20年的价值主张，
让他们更能面对竞争。因为在地的
文化与风貌是旅游最大的亮点，更
因为年轻一代的消费者，许多人重
视生命意义的追求，会更愿意以行
动与消费支持能够呼应人性良善与
理想的品牌。
　　“旅游业最大的挑战，就是要
把旅游看成一个有思路、有思想的
活动。”张齐娥说，重点不在于多
美的水晶灯或大理石地板，而是这
地方能带给旅客怎样的感触、新意
与动力。
　　然而，旅游业是对大环境极度
敏感的产业，20多年来，悦榕集团
经历过大小危机：从1997年因泰銖
大贬值而一度濒临破产，到2003年
的沙斯瘟疫，2004年的南亚海啸，
到之后的禽流感、次贷风暴，甚至
是四川大地震等。
　　“1997年到现在，每隔两年就
有一件大事。但是，你要能站得

稳。”张齐娥说。

“放弃就什么都没了 
是态度决定一切”
　　这几年，悦榕集团也面对营收
成长、获利却稀释的挑战。以去
年来说，虽然营收成长了13％，但
EBITDA（税前息前折旧摊销前获
利）却少了39％。一部份原因，是
愈来愈高的花费，而主要市场如俄
罗斯与欧洲经济不佳、中国大陆成
长放缓等，都影响集团营运。
　　因此，除了推出新品牌、进入
新市场外，他们还在去年开启了一
连串的组织再造。精简人事外，更
重要的是，转变公司成为矩阵式组
织，要员工更有视野、灵活的扮演
不同角色、学习不同能力、参与不
同专案。
　 　 面 对 现 在 V（v o l a t i l i t y，多
变）、U（uncertainty，不确定）、C
（complexity，复杂）、A（ambiguity，
模 糊 不 清 ） 的 时 代 ， 张 齐 娥
说，自己也有一套VUCA因应策
略：弹性、能伸能屈（versatility）、
坚持（u n w a v e r i n g）、连 结资源
（connect）、以及最重要的——态
度（attitude）。
　　“我对每天都有一种感激，每
天都是一个机会。放弃就什么都没
了，不放弃，总有一个希望。”张
齐娥说，这就是她经营事业的心
法。她说，世界尽管多变、这行业
虽然辛苦，最终，还是态度决定一
切。（2016天下经济论坛专稿）

张齐娥——“米”字布局中国

65岁的张齐娥经营事业的心法是：不放弃希望，相信世界再多变，最终
还是态度决定一切。（悦榕集团提供）

　　彭博社昨天报道，英国最大的
银行正在从危机应对模式转向危机
管理模式，以回应上周英国脱欧公
投结果公布后持续不断的余震。
　　巴克莱个人银行首席执行官古
博（Steve Cooper）周三在伦敦的
一个会议上表示，该行周二解散了
一个由高级经理人组成的应急委员
会，该委员会此前负责观测英国脱
欧的影响。苏格兰皇家银行、汇
丰控股和西班牙国际银行（Banco 
Santander SA）的高管也表示，他
们正在解除危机模式。

脱欧震撼渐平静 
人民币仍被看空
　　确实，英国脱欧公投导致的市
场波动，经过一周的消化，已经冷
静了下来。然而，对上周一度重挫
的人民币汇率来说，市场看空的情
绪却是越来越浓烈。
　　截至昨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
连续第四周下跌。人民币兑美元即
期创逾五年半收盘新低。人民币上
个季度下挫3%，创下1994年初汇
率并轨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昨天
延续了这个下跌势头。
　　综合外汇策略师的分析，人民
币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受到美国联
储局加息，美元升值压力而走贬。
紧接着，英国脱欧公投意外引爆，
人民币再次受到冲击，成为市场做
空的目标。如今，在英国脱欧公投
冲击趋缓下，仍承受下跌压力，与
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三和第四季度面
对阻力脱离不了关系。
　 　 昨 日 ， 中 国 官 方 及 财 新 ／
Markit公布的中国6月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PMI）都下滑了，偏重于
中小企业的财新PMI更是连续第三
个月下滑，且处于萎缩的状态。截
至6月，这一指数已经是连续16个
月收缩。
　　本周四（6月30日），中国银
行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提到，下半
年，人民币汇率将出现宽幅双向波
动，主要原因是5月国内投资、消
费、工业等经济数据不及预期，宏
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另外就
是美联储仍有加息可能，预计短期
内美元继续以盘整为主，如果美
国经济活动改善、通胀回升、加息
预期升温，美元仍有阶段性上行机
会，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在此大背景下，尽管中国央行
及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内的中

国高层过去一周一再重申，中国有
能力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的基本稳定，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
值基础，过去一个多月至本周，有
关中国决策者刻意引导人民币兑贸
易伙伴国货币走低的声音仍是不绝
于耳。
　　本周，彭博社报道，中国决策
者正试图引导人民币兑贸易伙伴国
货币走低，同时又在抑制快速贬值
预期。报道还引述分析师称，中国
资本外流可能再度加快。未来几年
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将不会消失。
　　路透社则报道，有决策官员
称，中国央行愿意让人民币在2016
年跌到一美元兑6.8元，以支撑经
济。

央行加码逆回购 
堵资金外流
　　对此，中国央行周四不得不发
布公告称，“少数媒体”发布关于
人民币汇率的消息不实，“中国无
意通过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贸易竞
争力，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人
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
　　针对来势汹汹的做空人民币攻
势，为了防止资金外流，中国央行
通过逆回购这一货币工具，对市场
注入了巨额的流动性，确保市场资
金面整体相对宽裕。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6月
为资金敏感月份，半年时点叠加月
末季度末，易造成季节性资金扰
动，中国央行近期在公开市场逆回
购操作明显加码。
　　在上个月多次在公开市场开展
逆回购操作，注入数千亿人民币资
金后，央行网站昨日发布消息称，
该行于当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500亿元（人民币，下同，100亿新
元）七天期限逆回购操作，中标利
率为2.25%。
　　另外，中国央行6月份中期借
贷便利净投放1080亿元。
　　中期借贷便利是央行于2014年
9月所创设的货币政策工具，目的
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引导商业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和社会
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增长。 
　　在央行的步步为营下，目前人
民币汇率及市场资金相对平稳，但
截至昨日，外汇策略师仍未改看贬
人民币的立场。据彭博调查预估中
值，人民币兑美元年底下看6.70元
人民币。

三峡入库流量昨天下
午2时达每秒五万立
方公尺，为今年入汛
以来，三峡水库迎来
的最大洪峰。洪峰过
境时，三峡水库发挥
拦洪削峰功能，削减
了近四成的洪水流
量，目前三峡库区和
三峡河段通航正常。
图为船舶在三峡库区
秭归县码头靠泊。

（中新社）

三峡水库
抵洪峰

简  讯

中韩参鸡汤贸易启动
　　（北京／济南综合电）首
批韩国产参鸡汤昨天顺利抵达
中国山东荣成，这标志着中韩
参鸡汤贸易正式开始。
　　在这批80箱共1200袋韩国
参鸡汤顺利抵达荣成后，预计
7月初多批韩国参鸡汤也将陆
续抵达山东、上海、广东等口
岸。

　　根据中新社报道，参鸡汤是韩
国传统食品，也是韩国文化的重要
载体，韩国热切希望中国消费者能
品尝到来自韩国的参鸡汤产品。为
此，国家质检总局与韩国农林畜产
食品部、韩国食药部加强磋商，解
决了禽流感疫情影响及参鸡汤配料
中人参属性界定等技术问题，提出
了检验检疫要求，确保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标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