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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窗不会再关上

潘功胜在年初接受的媒体采访中
曾用过一个比喻，称外汇管理政策

“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在论坛发
言中，潘功胜再一次提及。他说：

“这个比喻未必合适，但是态度非常
清晰，就是中国的外汇管理不会走回
头路，不会再走到资本管制的牢里
来。”

多次表态明确了中国的立场，而
过去外汇政策的改革路径也印证着这
一点。潘功胜指出，上世纪末，中国
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完全可兑换；本世
纪初以来，逐步实现了直接投资项下
的基本可兑换；在证券投资项下可兑
换的程度也在逐步提高。

回顾2016年，中国资本项目开放
方面有很多亮点。比如，企业可以按
照全口径跨境融资的政策，决定跨境
融资的额度、形式、方式和时间；开
放了中国的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优
化了“沪港通”，启动了“深港通”
等。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范
言慧向本报记者分析指出，“中国外
汇管理的技术条件越来越成熟，市场
体系相关制度建设、管理措施不断完
善，支持资本市场各个领域开放的基
础设施也逐渐健全。另外，中国稳定
的经济运行催生大量的投资需求。人

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需要满足国外投
资需求，进一步向他们开放市场。从
这几方面来看，未来外汇开放会逐渐
向前推进。”

防范风险下功夫

开放的同时，风险从来不曾被忽
视。

潘功胜曾表示：“外汇管理的整
体思路要兼顾两点，一是坚持改革开
放，便利跨境贸易投资，更好地服务
实体经济；二是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
险，维护外汇市场稳定。”这也被称
为“双重使命”。

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
理与微观市场监管体系正在建设中。
潘功胜称，过去两年中，外汇局所采
取的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有很多，包
括远期购汇征收 20%的准备金；对企
业实施全口径的跨境融资管理。微观
市场监管方面，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现
行外汇管理政策的框架下，开展市场

监管和执法，维护一个良性、健康和
稳定的外汇市场的秩序。

“外汇开放是让投资渠道拓宽，
让投资便利化，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
风险。我们国家比较好的做法是实行
试点或小范围推行，在推行过程中总
结、完善，逐步推开。”范言慧说。

专家进一步指出，当前我们还需
要加强对国外经济问题的观察和研
究。因为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与
中国市场的关联越来越紧密，风险可
能通过贸易、投资、债务等对中国市
场产生影响。

外汇储备很充裕

1月末外储曾跌破3万亿美元整数
关口，创下近六年新低。虽然 2 月份
外汇储备止跌反弹，重回关口之上，
但关于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足量的争论
一时间此起彼伏。

“一个国家持有多少外汇储备算
一个合理的水平？国际和国内没有统

一的标准。它需要综合考虑一个国家
的经济条件，它的经济开放程度、它
利用外资和国际融资的能力，以及经
济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等等。无论以
传统的指标来衡量，还是以 IMF经济
学家提出的一些指标来衡量，中国的
外汇储备都是非常充裕的。”潘功胜
说。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
外汇储备规模约占全球外汇储备规模
的 28%，位居世界第一，明显高于排
名第二位的日本 （1.16万亿美元）。

范言慧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
策应该以保证经济稳定和增长为中
心，而不是外汇储备的增加或减少。
过去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投资
者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不稳定，造成资
本外流，从而引起外储下降。而实际
上，只要能实现经济稳定和增长，增
强投资者的信心，也有助于外汇储备
的稳定和增长。

范言慧说：“我们国家经济结构
调整进行了一段时间，可以看到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投资者应该对中国未
来的经济走势给予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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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最大 20个经济体的财长和央行行
长打破10年来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在会后公报
中仅象征性地提及贸易。”路透社如是评价3月18
日于德国巴登巴登闭幕的二十国集团 （G20） 财
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据了解，本次会议虽在不少
方面达成共识，但“反对保护主义”相关措辞却
未能像以往一样列入公报。

对此，专家指出，本次会议对“反对保护主
义”的抛弃可能会让全球贸易面临更多不确定
性。各国还应基于多边体制，继续推动自由贸
易，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优化自由贸易的理念并逐
步强化共识。

自由贸易遭意外冲击

对于全球贸易而言，最近几天显然是不平静
的日子。日本 《读卖新闻》 3月19日报道称，18
日在德国闭幕的G20财长会没能明确提出“反对
保护主义”。一直以来提倡反对保护主义的 G20
未能实现团结，加剧了支撑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
将出现倒退的担忧。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此次会议开始时一切
都很顺利，温泉小镇巴登巴登洒满了阳光，美国
财长努钦关于白宫对挑动全球贸易战不感兴趣的
一席话让很多与会者松了一口气，会议得以顺利

召开。人们乐观地认为，在来自德国等国的共同
努力下，将会使华盛顿的有关威胁变得缓和。然
而第二天，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却少了促进自由
贸易的措辞，放弃了“抵制任何形式贸易保护主
义”的承诺。

“很显然，本次 G20 财长会未明确提出反对
保护主义让不少人感到意外，这很可能会对全球
自由贸易造成一定冲击，各国经贸往来的前景也
会因此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同时，我们也不
必过于悲观，应该看到，这一问题并未成为定
局，未来还可能有转机，更不代表全球化大趋势
因此会出现转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李大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世界呼声勿置若罔闻

尽管“反对保护主义”未能写入公报，但强
调自由贸易的声音依旧很多。《澳大利亚金融评
论报》报道说，尽管财长们作出妥协，但美国的
主张受到了法国、德国的批评。中国代表团在会
议期间也明确表示，坚定不移地反对保护主义。

《读卖新闻》称，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表示，“我
们应当认识到，历史上正是自由贸易为各国经济
繁荣作出了贡献。”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发
达经济体的保护主义氛围日益浓厚。面对这样的
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表示，需要国
际合作，让贸易继续扮演经济增长的引擎。IMF
呼吁G20共同努力维护贸易带来的益处并避免保
护主义；同时也呼吁G20降低外部失衡，停止扭
曲全球贸易的政策。

“10 年来第一次 G20 联合公报没有明确提到

要联合行动来反对保护主义，这让人非常困扰。
每个人都应该避免重返保护主义的泥沼，要加强
全球化的进展，才能共同应对全球环境带来的挑
战。”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表示。

李大伟指出，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危害巨
大，虽然自由贸易暂时遭到了挑战，但长远来
看，“反对保护主义”不应该被抛弃，各国还
应基于多边体制，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在这一
过程中不断优化自由贸易的理念并逐步强化共
识。

中国立场仍非常明确

在反对保护主义方面，中国的立场非常明
确。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国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
G20成员应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坚定不移地反
对保护主义，维护多边体制的有效性。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3月19日在中国发展高
层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息息相
关、相互促进。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
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的增
长之路，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定不移
推动经济全球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
主义，使全球化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一直以来，中国推动经
济全球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其中重要的一点
就是反对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在推动贸易投
资自由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成绩正得到越来越
多的赞赏。而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中国的这些举动将会为经济全球化、反对保护主
义带来更多积极效应与贡献。”

“反对保护主义”不能抛弃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中国外汇管理不会走回头路
本报记者 李 婕

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
局局长潘功胜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打开的窗
户不会再关上”，中国的外汇管理不会再走回资本管
制中去。对此，专家分析，中国的经济走势和市场
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外汇开放继续往前推进，投资
者应该对中国给予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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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张辛欣） 记者20
日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获悉，中国纺织国际产能合
作企业联盟成立，旨在助力纺织企业“走出去”，整合
上下游资源，推进国际产能优质项目对接及合作，共
同抵制无序竞争、化解风险。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说，目前，中国
纺织工业出口达到 3000亿美元的量级，在全球范围主
动进行垂直产业链优质资源整合，成为行业再创国际
竞争新优势的必然之举。

孙瑞哲说，成立联盟，是为企业提供平台服务，
引导企业对外投资，构建国内金融资源与企业海外融
资需求渠道，共同抵制无序竞争、化解风险，让企业
与海外优质资源进行对接。

据介绍，联盟是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由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牵头发起，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相关企
业、团体和服务机构自愿参加的服务平台。

3 月 20 日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春分。中国民间有“春分到，蛋儿俏”的
谚语。在古老的传说中，春分这天最容易
把鸡蛋立起来。图为河北省衡水市东都幼
儿园小朋友在老师指导下手绘彩蛋。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传统的哈萨克族毡绣布绣技艺历史悠久，2008年被列为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该场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度，为哈萨克族牧民提供了专门的
毡绣、布绣展房。目前，传统的哈萨克族毡绣布绣已成为该场的特色产业和职工增收致富的新途径。图
为3月18日绣娘正在进行布绣。 张秀科摄 （人民视觉）

请“安静睡会儿”
在3月21日第17个“世界睡眠日”来临之际，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

柳陂镇中心小学举行“世界睡眠日——请‘安静睡会儿’”主题活动。
老师通过现场模拟示范，教给小学生正确睡姿，学习睡眠知识，让学生
从小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图为3月20日老师在为学生做示范。

杨显有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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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是滇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云南最具特色的地域戏曲艺术形式。为了传承民间优秀的传统
文化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活动，近年来，云南省安宁市青龙街道积极为社会团体和群众搭台，鼓励各
类表演团体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开展文化活动，努力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图为3月19日来自青龙花灯队
的队员在表演花灯戏。 李发兴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3月 20日电 （记者高健钧）
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委了解到，目前北京有 58
家总部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榜单，北京拥有世
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连续4年居世界城市之
首。

北京的“总部经济”发展迅速。外资总
部、科技创新型总部、金融和信息总部分别
占北京总部企业的1/7、1/5和1/4；第三产业
占总部企业的3/4。世界知名企业在北京设立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161家，其中，国外世
界500强企业投资的地区总部达67家。

据了解，2017 年，北京将完善促进总部
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优化提升总部经济，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做大做强总部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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