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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赴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前，波兰总理希德沃忙着
推介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
波兰中央机场建设项目。

与此同时，在轰鸣的打桩机声中，
中国鸿博集团在波兰奥博莱省投资项目
的一期1.35万平方米厂房正在兴建。

贯穿亚太、欧洲多个经济圈的“一
带一路”建设将中欧之间的纽带拉得更
紧。欧洲众多国家认为，“一带一路”与
欧洲复兴互为机遇，只有搭上中国快车
才能更好地分享红利。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此前发布的
一份招商引资成果报告显示，2016年由该
机构促成的外国在德绿地投资项目数量
创新高，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数量最
多，达26个，拟创造就业岗位超过300个。

德国杜伊斯堡港口公司经营的每周
往返在杜伊斯堡和中国“一带一路”沿
线城市间的班列已有 20 多列，公司营业
额在 2016 年达 2.3 亿欧元 （1 欧元约合

1.09美元），创下历史纪录。
脱离欧盟后，英国对中国市场更加

寄予厚望。伦敦金融城市长庞安竹表
示，英国在金融服务、法律咨询等方面
具有优势，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经
验丰富，中英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合作具有广阔空间。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萎
靡不振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合作仍保持
良好发展态势。2013 年至 2016 年，中波
双边贸易额从 148亿美元增加到 176亿美
元，中国对波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从 1.6亿
美元增加到3.7亿美元。

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前 4 个月，欧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欧贸易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5.5％。

“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密切了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截至今年1月，中欧
班列开行范围已覆盖欧洲 10 个国家的 15
个城市，陆上货物运力大大提升。与此
同 时 ， 中 国 企 业 对 欧 投 资 热 情 高 涨 。

2016年6月，中国光大国际公司以1.23亿
欧元收购波兰最大固废垃圾处理公司诺
瓦戈，成为迄今中资企业在波兰单笔并
购金额最大的项目。这项合作在帮助中
国升级绿色环保技术的同时，也增加了
波兰财政收入，扩大了就业。

波兰副参议长、议会波中议员小组
主席格热戈日·柴莱伊表示，近两年中国
在波兰投资大幅增加，“一带一路”为波
中两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欧盟“容克计划”、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英国基础设施升级改造计划、德
国“工业 4.0”、波兰 2030 国家长期发展
战略……沿线欧洲各国纷纷寻求将本国
的战略规划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
机对接，为复兴欧洲经济寻找增长点。

中国驻波兰大使徐坚说，“一带一
路”倡议为中欧搭建了实现合作共赢的
平台，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提供了广
阔机遇。 （据新华社华沙5月9日电）

欧洲众多国家认为

“一带一路”为欧洲复兴提供机遇
韩 梅

汇率企稳有支撑

今年以来，“稳”在人民币汇率
上有着充分体现。根据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数据，1-4月，人民币对美元
中 间 价 月 平 均 报 6.8918、 6.8713、
6.8932 和 6.8845，1、2、4 月有所上
涨，3月出现下调。

此外，日前公布的4月份外汇储
备数据，也被市场认为是人民币汇
率企稳的证据。美国 《华尔街日
报》 网站 5月 8日报道称，中国央行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外汇储备余额
为3.0295万亿美元，实现三连增，且
增幅大幅扩大，更强于预期。报道
指出，外储持续回升，和美元指数
回落之下其他非美元货币走高、人
民币汇率继续企稳有关。

“很显然，相比于此前的持续贬
值，现在人民币的稳定性显著增
强，市场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逐渐

‘退潮’。能实现这样的转变，首先
是因为中国经济趋稳，特别是今年
以来宏观经济不少超预期的良好表
现，为人民币稳定提供了重要支
撑；其次是今年以来国际收支基本

平衡，在经常账户继续保持顺差的同
时，一季度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
差也大幅收窄，市场信心开始恢复；
再者是外部环境好转，出口明显改
善，4月份贸易顺差有所扩大，这进一
步增强了人民币稳定的信心。”中国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
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储备功能渐加强

西联汇款高级市场分析师乔·曼
尼伯指出，目前，人民币已经具备
部分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过去一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化波动率约
0.03，欧元兑美元汇率、英镑兑美元
汇率、美元兑日元汇率的波动率分
别高达 0.08、0.15 和 0.13，凸显人
民币汇率走势趋于稳定，可以作为
美元的替代投资品种。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
加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
显然是重要一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研究部副主任弗莱提表示，入篮
后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上升速度
相当可观，入篮不仅有助于人民币
国际化，更提高了人民币作为国际

储备资产的吸引力，从而增加国际
间对人民币的需求。

近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发布的报告指出，过去 5
年中，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在
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数
据显示，过去5年中，人民币外汇交
易稳步增加。2011 年人民币外汇交
易数量为180万笔，2016年这一数据
上升到1300万笔。

“总体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
稳步推进，除了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储
备资产、入篮后的快速发展及交易数
量的增加，如今在贸易领域，企业也
更愿意在结算中使用人民币。此外，
在‘一带一路’投融资过程中，人民币
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RQFII）的扩围、熊猫债
的大量发行。”赵锡军说。

未来挑战仍存在

整体向好的同时，也应看到，
人民币未来的发展并非一路坦荡。
乔·曼尼伯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市
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 6月与 9月分
别加息，此外年底美联储还打算缩

减资产负债表，到时资本流出压力
与投机“沽空人民币潮”又可能卷
土重来，加之美元汇率可能再度上
涨，非美资产估值下降也可能拖累
外汇储备加速缩水。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未来还
会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包括美联
储加息、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全
球‘黑天鹅’事件等，但这些因素
的影响只能是短期的，且中国的应
对能力也在增强：经济趋稳、经常
项目顺差等良好基本面还能得以延
续；加强金融监管对金融稳定的支
撑及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将
增强市场对人民币信心；稳健中性
的货币政策也有利于人民币稳定。”
赵锡军说。

事实上，关于人民币，中国有
着明确的思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潘功胜指出，下一步，要继续稳
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不断提高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
性，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稳定。
同时，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
化，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保持汇
率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中的功能。

贬值预期渐退潮 稳步推进国际化

人民币“气质”明显向好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中美两国利益交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持续发展和转型
升级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也会为包括美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提供重要机遇。目前，中美是互为最
大经贸关系的两个国家。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
一大出口市场、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美已经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常务副理事长魏礼群说

●“一带一路”应用好PPP

“一带一路”覆盖区域广大、涉及跨境投资领域众多，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配套需要有多元、多渠道的资
金力量。除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与融资平台可
以为基础设施融资发挥更大作用之外，以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为代表的“PPP 模式”也是十分重要的融资方式。相
关政府应致力于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于私人部门投资者的
吸引力，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表示

●中国出口稳定性可期

当前，中国出口竞争力已不仅限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
业，还有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兴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复苏
趋势渐现的大环境下，外部需求的稳定性更高，中国以高
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为主的出口增长也能得到基本保障。
因此，未来中国出口的稳定性可期。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说
（王俊岭辑）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吴雨） 日
前，银行间市场首单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
具——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完成
发行，成为银行间市场支持双创企业发展、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的新探索。

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是一种募集资金
的新方式，所募集的资金可通过投债联动模
式直接用于支持双创企业发展。这是继发改
委“双创孵化”专项债、证监会交易所创新
创业债券试点之后，银行间市场在支持双创
企业融资方面的又一举措。

据介绍，此次成都高投双创专项债务融

资工具注册金额 10 亿元，首期发行 5 亿元，
期限 5 年，发行利率 5.6％，定向投资人共 7
家。其中，9亿元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孵化
园项目建设，1亿元分散用于11个创新型企业
股权投资，行业分布于生物医药、高端装备
制造、互联网软件开发、节能环保等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直接支持成都高新区双创企
业的科技创新与建设发展。

此次主承销商国家开发银行相关人士表
示，双创离不开债券市场的支持，在央行和
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的推动下，双创债务融资
工具将步入蓬勃发展的快车道。

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发行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记者雷敏）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会
长马增俊日前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设253个公益性农产品
批发市场和5291个零售市场，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
公益性农产品市场体系。

马增俊在此间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农批市场联络员大会”上
说，商务部已评定出31家公益功能发挥较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
售企业作为首批全国公益性农产品示范市场。公益性市场建设运营
模式基本形成，有效地发挥了保供稳价、安全环保的公益功能。

据马增俊介绍，为加强政策信息传播和农产品价格等信息的收
集和发布，更好地发挥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的功能和作
用，自2005年起，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设立了农产品批发市场
联络员制度。目前已有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上海蔬
菜 （集团） 有限公司、多辉农产品物流中心等 200 多家批发市场成
员单位。

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初具规模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初具规模

外储连续3个月回升、外贸保持高位增长、经常账户继续顺差……近期
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向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市场对人民币稳定的信
心正不断增强。对此，专家指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保持
了基本稳定，贬值预期逐渐“退潮”，同时其国际化进程也在稳步推进且成
绩突出，人民币整体“气质”越来越好。未来，尽管人民币还会面临一些不
确定因素，但其基本稳定的大趋势、大方向不会改变。

初夏5月，甘肃敦
煌进入旅游旺季。敦
煌夜市装扮一新，数
百种敦煌特色旅游工
艺 品 进 入 精 品 街 区 ，
敦煌名优特色小吃也
集中在这里，夜市成
为游客体验敦煌民俗
风情和娱乐购物的好
地方。图为游客在夜
市观光游览。

王斌银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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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以“汇聚全球精品、引领中国消费”为主题的2017中
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落幕。为期 4天的采购洽谈，意向总成交额
12.76亿元，吸引“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客商参展采购。图为泰
国客商在采购德国日用品。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闭幕

5 月 9 日 ， 安
徽合肥幼专包河欣
星实验幼儿园举办
主题活动，迎接即
将到来的母亲节。
图为小朋友和妈妈
身着由废旧材料制
作的环保装走秀。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多彩活动迎接母亲节多彩活动迎接母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