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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4915，再次
突破 6.5。近期，接连升值的人民币引发市场关
注，未来的行情走势也成为热议话题。专家表示，
这一阶段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受多重因素影响，不
过，结合 2017 年人民币的整体走势来看，其背后
反映的是中国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和乐观的市场预
期。未来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市场化推动下，人民币
汇率的基本稳定值得期待。

多重因素助推涨势

近期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高峰出现在 1 月 3
日。当日，中国官方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较
前一交易日上调159个基点，突破6.5报6.4920，创
下2016年5月以来的最高。

这一波涨情始于 2017 年 12 月中旬前后，几乎
同一时间段，美元指数从94上方下滑至2018年1月
3日的92以下。有分析指出，人民币“跨年”大涨
的原因一是外部美元指数走低；另外，2017 年 12
月以来居民和企业结汇增加、外汇市场供求持续改
善，二者助推了人民币走强。

不过，中国国内经济的作用不容低估。2017年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达到 6.9%，中国制造业
PMI全年处在扩张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也取
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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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升值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
于中国经济的表现。2017 年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明
显，总体表现不错，汇率则是经济基本面的反映。

另一方面，中国金融状况的总体稳定，也对近期人
民币升值起到了支撑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也表达了同样的观
点。他认为，除兑美元汇率上涨外，人民币兑大多
数货币也都是在升值，主要影响因素还是中国国内
经济。人民币汇率近期的升值主要是当前中国经济
金融形势的反映，同时受到市场预期的影响。

市场看好韧性增强

实际上，不光年末走强，2017年全年，人民币
兑美元稳中有升，打破了此前连续 3 年的贬值趋
势。

早在 2017 年初，许多机构和分析人士并不看
好人民币汇率走势，预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的
不少，然而实际情况却出乎意料。2017年，在美联
储加息等外部压力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
在6.9-6.5的区间。

范言慧认为，人民币在 2017 年的表现正是充
分反映了经济基本面、市场供求以及市场预期的作
用。而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结构的顺利调整和持
续改善也将对未来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空间形成支
撑，人民币的承压性会不断增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则认
为，中国经济和国际收支情况是影响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的基本因素。“总体来看，2017年中国的国际
收支和经济表现还是非常强劲的，目前的预期也不
错，这是一个基本的支撑。”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也在此前表示，近
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而且能够看到汇率
是市场化推动的，央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常态化干
预，十九大以后人民币汇率会有更加稳定的基础。

双向波动仍是常态

回到近期表现，人民币升值会延续吗？2018年
行情会怎样？

“最近一两年来，我们始终强调保持人民币汇

率的基本稳定。”盛松成说，汇率大幅升值不利于
保持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中国可能错失当前
全球经济复苏的红利。而汇率大幅贬值不仅加大资
本外流压力，通过贬值促进出口的做法也得不偿
失，此外还会有损大国形象，甚至引发贸易摩擦。

在范言慧看来，中期和短期内，人民币不太有
大涨大跌的可能性，更可能在现有水平下保持稳定
态势。“2018年的升值空间不会太大，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可能在 6.0-6.9 之间双向波动，这也是中国
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

赵锡军也强调，今年人民币的双向波动会日益
明显。他认为，在 2018 年美联储预期会加息 3 次，
缩表进程也会推进，此外美国减税效应的预期也会
叠加，这些都会使得资金流动出现波动并对外汇市
场产生影响。而中国在今年也会有如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风险控制等新的变化。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
用，都将使得人民币汇率在今年的波动情况更为复
杂。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近些年人民币汇率框架的
改革本身就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双向调整。双向波
动也是汇率弹性增强的表现，中国正在扩大对汇率
波动的容忍度。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的双向波动
和基本稳定极有可能上演。

人民币今年“稳”字当头
本报记者 李 婕

更名启事

为更好地讲述好中国经济故事，
传播好中国经济声音，展现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本报从即日起将要
闻财经版原“热点聚焦”栏目升级为

“锐财经”栏目。“锐财经”栏目将更
加突出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新数
据、重大政策、境外关切、焦点争论
的辨析与回应，敬请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信息，2018
年起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交存比例
将由现行20%左右提高至50%左右。

这会让我们的钱包更安全吗？对普
通用户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谓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是指客
户预存或留存在支付机构的货币资金，
以及由支付机构为客户代收或代付的货
币资金。

最简单的例子，淘宝购物时，你是
先把钱打到了支付宝的虚拟账户，等你
拿到货确认之后，支付宝才会把货款打
到商户那里，货款留存在支付宝时，就
是备付金了。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现实中，
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的支付业务种类非
常多，流程差别非常大，备付金留存的
时间也有长有短。

随着国民消费扩大、互联网支付大
范围应用，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产生的
交 易 金 额 已 经 较 大 。 易 观 数 据 显 示 ，
2017年第3季度中国非金融支付机构综合

支付业务的总体交易规模达42万亿元。
备付金也有不少。央行货币当局资

产负债表截至 2017 年 11 月末的数据显
示，非金融机构存款已达 994.9亿元。如
果按20%左右的交存比例，市场上的备付
金余额在5000亿元左右。

资金如果得不到有力监管，就会产
生风险。

从备付金的风险角度看，主要是资
金留存在支付机构时，支付机构可能会
挪用。特别是在预付卡领域，一旦资金
被挪用，就可能影响预付卡的使用，消
费者就可能损失卡里留存的余额。

此前也有过案例。如，2016 年被央
行注销支付业务许可证的上海畅购公
司，即是恶意挪用备付金，造成资金风
险敞口达 7.8 亿元，涉及持卡人 5.14 万
人，客户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易观支付分析师王蓬博说，此次央
行提高备付金集中存管是大势所趋，随
着备付金集中存管比例逐渐提高，用户
资金的安全性也随之提高。

实际上，业界认为，此次备付金交
存比例提高，影响最大的是支付机构。

“受影响最大的是支付机构中的预付
卡企业，因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备付
金利息。”王蓬博说，这将迫使支付机构
回归支付本质，推动支付行业的产品和
模式创新。

目前，有不少支付机构做出创新。
如，拉卡拉支付为全行业商户和企业提
供场景综合解决方案及衍生服务；快钱
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产品等。

其实，对支付行业的监管一直在加
码，如，近期央行还发文加强无证经营
支付业务整治、明确条码支付规范等，
从目前效果看，这将更好引导支付机构
规范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许晟、刘玉
龙）

支付机构备付金

交存比例上调影响几何？

雪
雕
比
赛
在
太
阳
岛
开
铲

1月5日，为期四天的第五届“冬之韵”全国大学生雪雕比赛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拉开帷幕，来自全国13所高
校的18支队伍参加角逐。图为参赛选手在雪博会园区进行雪雕作
品创作。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1月4日，贵州省榕江县乐里七十二侗寨侗族同胞，身穿节日的盛装欢聚一堂，跳起欢快的
芦笙舞，欢欢喜喜过侗年。侗年是侗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王炳真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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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寒时节草莓香小寒时节草莓香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齐中熙）
国家旅游局5日推出“全国全域旅游全息信息
服务系统”。该系统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借助高
德地图数据和精确的定位能力实现全域旅游
厕所导航，这是借助科技力量提升旅游品
质，优化旅游体验，创新旅游信息服务方式
的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全域旅游厕所导航是基于面向社会
的多终端地理信息平台，旨在建立涵盖旅游

综合信息的“全域旅游信息服务系统”，通过
信息融合和资源整合，为游客提供包含厕所
导航服务、假日出游预测、景区介绍及评
价、周边生活服务及投诉咨询等一站式服
务，首期将实现 50 余万家社会厕所和景区厕
所的导航服务，实现厕所的精准定位，动态
导航，并将逐步扩展。用户在景区之外的其
他城市区域中均可以方便地查找厕所，切实
推进“厕所革命”落地。

德研究机构报告认为

海外家族企业青睐中国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电（记者沈忠浩） 位于德国曼海姆的欧洲

经济研究中心1月4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稳定的政经
环境对海外家族企业有较强吸引力。

这份名为 《家族企业的国别指数——在新兴市场的选址因
素》 的研究报告说，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已成为最受家族
企业青睐的投资目的地。

报告从税收、就业、监管、融资、基础设施、公共机构等6个
方面评估了主要新兴经济体对家族企业的吸引力，认为中国政治
环境和机构的稳定性明显，契约在中国能够快速高效地得到执
行，从而有效节省投资成本，这些因素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定可靠
的政经环境。

该研究项目负责人、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弗里德里希·海涅
曼说，中国等亚洲国家对家族企业的吸引力正在上升。未来中国需
进一步加强数据网络建设，提高教育水平，尤其是专业人才的培养。

国家旅游局推出“厕所导航”国家旅游局推出“厕所导航”

赶制手工艺品
山东省滨州市东寅布艺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农户”的模式，在传

承民间艺术中发展传统文化产业，通过裁剪、缝制、填料、粘贴等传
统手工工序，加工生产布老虎、发财狗、年年有鱼、中华龙、十二生
肖等民间布艺工艺品，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创作的民间布艺工
艺品达 500 余种，销往全国各地及日本、韩国、匈牙利等国家，带动
1000余名农家妇女就业。

图为1月4日，在东寅布艺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农家妇女赶制新年
“发财狗”手工艺品。 李荣新 夏玉忠摄 （人民视觉）

1 月 5 日，江苏省
东海县 3 万余亩温室
草莓进入采摘期，“莓
农”们在田间忙碌地进
行管护和采摘，田间地
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
象。图为东海县温泉镇
银贵草莓合作社社员
在温室内采摘草莓。

张开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