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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更多优质金融资源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在
会上指出，扩大金融业开放将为中
国金融业注入新的活力，有助于提
高中国金融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实
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和更加健康
的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巨
大动能。

引进更多国内外优质金融资源
参与国内大循环。通过金融开放，
可以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更
为多样化的渠道；可引入更多金融
机构和专业投资者参与养老保险第
三支柱建设，提高养老金投资管理
水平。

为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金融服
务。一方面，提高金融支持贸易发
展的效能。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简化
跨境人民币和外汇管理业务流程，
同时以市场化方式，引导银行、保
险等各类内外资金融机构优化外贸
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完善金融对

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服务体系。
推动金融改革向纵深推进，提

升金融体系发展质量和风险应对能
力。扩大金融开放，有利于引入多
元化经营模式、先进技术和管理理
念，借鉴吸收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
性安排；有利于向国际高标准看
齐，完善金融监管和市场化激励约
束机制。

“以金融开放为契机，构建更
加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
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可
更好发挥金融的定价功能、风险分
散功能和服务功能，利用市场化的
激励约束机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引导各类资金有效参与国内
大循环。”刘桂平说。

建设外汇管理新体制

新发展格局下，如何进一步深
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国家外汇
管理局副局长郑薇表示，“十四
五”时期和今后一段时期，将加

快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外
汇管理体制。

——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
放。全面放宽直接投资领域外资准
入 ， 推 进 合 格 境 外 有 限 合 伙 人

（QFLP） 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 外汇管理方式改革；推动
跨境融资交易和汇兑环节统一协
调，制订私募投资基金跨境投资的
政策框架。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外汇
管理新体制。促进高水平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推动外汇管理方式从事
前审查全面转向事后核查，推进以
风险评估为导向完善贸易主体分类
管理；实现高水平跨境投融资自由
化便利化，全面放宽和取消跨境投
融资的规模和资金使用等限制。

——进一步提升开放条件下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
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
架；推进科技赋能“数字外管”和

“安全外管”建设，构建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技术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
体系；完善金融开放领域法律体
系，推动外汇管理条例修订，完善
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加强国
内跨部门、国际跨境监管合作。

“外汇管理部门将把金融改革
开放任务落实到位，根据国际经济
金融形势变化和中国发展战略需
要，研究推进新的外汇管理改革开
放举措，服务新发展格局。”郑薇说。

推进金融业自主开放

近年来，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
重要进展。银行、证券、基金、期
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
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要求
不断放宽；企业征信、评级、支付
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
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配套的会
计、税收和交易制度不断完善。

刘桂平介绍，中国人民银行
将采取多项措施，推动金融高水
平开放。

推动金融业系统化、制度化开
放。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通过促进规则变
革和优化制度供给安排，形成能够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相
适应的金融开放新体制。

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和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
使用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和股票，
优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安排，提升
资本市场流动性和定价效率。

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
步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支持政策，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人民币
汇率形成机制，加快外汇市场建设
和对外开放。

促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和产业合
作，拓展金融合作空间。健全开
放、多元、市场化投融资体系，提
高“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水平。

完善与全面开放相适应的风险
防控体系。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
人民币可自由使用与人民币汇率形
成机制改革，建设更宽领域的金融
安全网。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会
同相关部门，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
自主开放。”刘桂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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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
金 融 学 会 主 办 的

“2020中国金融学会
学术年会暨中国金
融 论 坛 年 会 ” 召
开，来自金融管理
部门、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金融机
构的专家学者和中
国金融学会的代表
围绕金融支持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展开了深入
研讨。

本报北京11月 29日电 （记
者王俊岭） 由 《财经》杂志主办
的“财经2021年会”日前在北京
召开，来自海内外的政商学界人
士，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就当前全球经济领域热点问
题进行了讨论与展望。在今年的
财经年会上，数字货币的应用与
发展受到了格外关注。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
晓春表示，由于数字经济的发
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消费习惯
变化，数字货币的应用会对货币
流通等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比如
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社会效率
的提高等。同时，数字货币还可
能降低货币的发行和管理成本。

不过，虽然数字货币克服了纸
币、硬币的物理局限，但也有其
自身的局限，即收付双方都需要
具备共容设备，才能实现收付。
因此，数字货币的作用还需要在
实践中检验。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
工作组组长李礼辉表示，根据国
际清算银行的调查，80%的中央
银行已经启动了数字货币的研
发。在李礼辉看来，法定数字货
币有三个方面好处：一是可以节
省成本，防范假币，可以强化支
付系统的普惠特性；二是可以实
时把握结构性的货币流通数据，
进而能够特别精准地调控货币供
应的总量；三是资金流的信息可

以全程追踪，有利于反腐败、
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
等。“我国人口居全球之最，支
付 市 场 的 规 模 也 是 全 球 最 大
的。在这样一个市场里发行法
定数字货币，必须要保证数字
货币工具的可靠性和它的安全
性。”李礼辉说。

在国际清算银行数字经济首
席经济学家拉斐尔看来，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人们的支付方式
发生转变，很多央行发现现金的
接受度正在下降，所以各国央行
开始考虑数字货币。拉斐尔表
示，数字货币的支付体系由谁来
掌握十分重要，比如由央行运营
还是由私营部门支持将有所不

同。未来，数字货币的发行必须
纳入国际银行和监管系统中，公
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将让数
字货币变得更加有韧性。

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蔡维
德说，数字货币已经迎来了科技
与市场方面的大变革。当前，有
很多区块链系统不能被称为数字
货币系统，因为它们没有交易
性或监管性。蔡维德表示，只
有把数字货币的支付和结算分
开，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化。未
来，一个符合现代法律法规以
及现代金融交易原则的数字货
币结算系统，将从支付开始带
领整个金融系统改革，从而带
动其他领域的改革。

数字货币发展前景看好数字货币发展前景看好

本报北京 11 月 29 日电 （记者李
婕） 记者日前从三峡集团获悉，世界在
建最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大坝首
批坝段11月26日浇筑到顶，为2021年7
月首批机组投产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标志着中国 300 米级混凝土双曲特高
拱坝建造技术实现世界引领。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是300米级混凝土
双曲特高拱坝，最大坝高289米，坝顶弧长
709米；坝身布置有6个导流底孔、7个泄
洪深孔和6个泄洪表孔，结构复杂；大坝主
体混凝土浇筑总方量达800万立方米，共
分为31个坝段。2017年4月，白鹤滩水电

站启动大坝主体浇筑。2020年11月26日，
5号和27号两个坝段浇筑到顶。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开始浇筑以来，
没有产生过一条温度裂缝，标志着我国
已掌握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关键技
术。2019年，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创下年
浇筑量 270 万方、月浇筑量 27.3 万方的
同类工程世界纪录。目前，白鹤滩水电
站大坝已累计浇筑2000余仓混凝土。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省巧家县和
四川省宁南县交界处的金沙江干流之
上，装机总容量1600万千瓦，单机容量
100万千瓦，单机容量位居世界第一。

本报北京11月29日电 （记者孔德
晨）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福建省
连城县召开“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提升行动”推进会。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副局长唐军在会上指出，要在提升企
业管理能力和产品、服务质量上下功
夫，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建立运行科学有
效的管理体系。

据了解，去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组
织开展“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
升行动”，通过质量管理培训、编制体系
文件指南、编纂优良案例、提供专业技术

服务等，指导小微企业建立科学有效的
质量管理体系。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
目前，已对 10 个行业进行了质量管理现
状摸底调研，为3.4万家企业提供了免费
培训，对 52 家小微企业开展了试点验证
和指导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要将前期试点总结出来的经验成
果在全国广泛推广应用，进一步加大工
作力度，切实增强企业和社会各方获得
感。”唐军表示，下一步，要多方联
动，把小微企业管理提升工作融入地方
经济发展中，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首批坝段浇筑到顶

小微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见成效

初冬时节，在山东省胶东地区，许多农家开始晾晒鱼干，一串串海鱼干挂满农家
小院，鲜香四溢。近年来，胶东地区咸鱼干销往国内外，成为远近闻名的海洋特色美
食，渔民收益显著增长。图为在山东荣成市石岛管理区王连街道一处农家小院，渔民
在晾晒鱼干。 杨志礼摄 （人民视觉）

保生产
冬季来临，为保障企

业生产用电，南方电网贵
州贵阳白云供电局日前
对贵阳国家高新区沙文
工业园区的电力线路通
道进行“带电”清理，保障
用电线路稳定通畅。图为
供电局工作人员在处理
电力线路沿线障碍物。

赵成杰摄
（人民视觉）

保供应
眼 下 已 进 入 冬

季，连日来，安徽省
阜阳市的商场、超市
和农贸市场积极购进
新鲜蔬菜、水果、蛋
类等食品，确保“菜
篮子”的供应。图为
阜阳市市民在超市选
购鸡蛋。

王 彪摄
（人民视觉）

今年，江西省赣
州市会昌县脐橙种植
面积达到 20 万亩，产
值 12 亿元，户均收入
可达 4 万元。同时，脐
橙产业提供了采摘、装
运、包装、加工等就业
岗位近 2 万个，拓宽了
农户的就业渠道，成为
当地脱贫致富的“甜
蜜事业”。图为 11 月
29 日，果农在会昌县
珠兰乡永记脐橙种植
加工基地选果。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甜蜜事业甜蜜事业”” 鱼
干
飘
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