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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38亿美元，代
客涉外外汇收支顺差204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在 7 月 19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
上表示，上半年，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跨境资金
流动总体稳定。未来，考虑到与外汇市场运行密切相
关的经济基本面和政策基本面依然稳健，中国跨境资
金流动和外汇市场运行有条件保持总体平稳。

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如何评价上半年外汇市场运行表现？
王春英认为，今年尤其是二季度以来，国际金融

市场变化较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波动性以及不确
定性都明显上升。但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半年国内经
济运行依然平稳，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外汇市场保持
了相对稳定的格局，“总体表现很突出”。

纵向看，上半年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比前几年更加
稳定和平衡。银行结售汇和跨境外汇收支呈现顺差，
而之前同期都是比较大的逆差。今年上半年，银行结
售汇顺差是 138 亿美元，2015 年到 2017 年的上半年分
别是逆差 1054 亿美元、1738 亿美元和 938 亿美元。上
半年，银行代客涉外外汇收支顺差204亿美元，2015年
到2017年的上半年分别是逆差228亿美元、259亿美元
和143亿美元。

“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市场预期
合理分化，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更加多元化。今年上
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了先升后贬的双向波

动，各月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支小幅顺逆差交替，而
不是此前的单方向变化。”王春英表示。

横向看，中国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范围
内仍相对稳定。今年上半年，美元指数总体上涨
2.7%，说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下跌 2.7%；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 7.3%，同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的中间价小幅下跌 1.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小幅上
涨0.9%。

“无论是纵向对比还是横向对比，在上半年外部环
境波动上升的情况下，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
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
王春英说。

利差不是影响跨境资金流动根本因素

今年以来，中美利差整体收窄，未来美联储还会
继续加息，这引发了市场关于中国面临资本外流压力
的担忧。对此，王春英指出，利差会影响跨境资金的
流动，但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根本因素。具体来
看：一是近年来美元利率明显高于欧元区和日本利率
水平，但国际资本并没有持续从欧、日地区流向美
国。二是历史上很多新兴经济体为抑制资本外流而大
幅提高利率，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或
者留住国内资本。三是中国在2006年至2007年的大部
分时间，国内的人民币利率低于美元利率，当时面临
持续的跨境资本净流入。

“相对稳健的经济基本面、依然较高的综合投资收

益、逐步提升的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等因素，将会
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王春英强
调。

她进一步解释，第一，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
性增多，投资风险加大。而中国经济总体稳中向好，
平稳的投资环境以及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有助于吸引
投资。第二，境外投资在中国的综合投资收益很高。
据测算，2017 年各类来华资本在中国的平均投资收益
率为 5.9%，其中来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更高，明显高
于欧美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收益率水平。第三，
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推进，目前人民币资产在
国际资本投资中还属于低配阶段，未来提升空间很
大。第四，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增强，在全球
货币中属于相对稳定和强势的货币。

两个稳健的基本面提供坚实基础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这会不会影响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的平稳运
行？

王春英表示，与外汇市场运行密切相关的经济基
本面和政策基本面依然稳健，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
汇市场运行有条件保持总体平稳。

“从经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韧性好、适应能力
强、回旋余地大的特点是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坚实基
础。”王春英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工业
带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主要依靠投资拉

动转向投资和消费一起拉动，从出口大国转向出口和
进口并重的大国，这增强了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而
且，我国经济目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制造
业产业链条齐全、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在国际上的比
较优势继续存在并将进一步巩固。另外，国内市场潜力
巨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外汇储备充足，政策调控的空
间较大，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各种挑战。

从政策基本面来看，坚持改革开放目标不动摇，
将为中国跨境资本均衡流动创造有利条件。此外，国
内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股市、债市开始逐步纳入国
际主要指数，有关效果已经显现。一个颇有说服力的
数据是：今年上半年，外国来华证券投资跨境资金净
流入同比增长2倍。

王春英指出，过去几年，我们在应对外部压力方
面进一步积累了管理经验，也丰富了政策工具。外汇
局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一方面，深化外汇
管理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服务国家全面开
放新格局。另一方面，维护外汇市场稳定，防范跨境
资本流动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安全、流动、保值增
值，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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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市平稳保驾经济金融安全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汇市平稳保驾经济金融安全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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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移民管理局挂牌成立以来，大力推进
移民和出入境“放管服”改革工作，集中推出
多项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服务民生福祉的重要
举措。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全国各类出入境
证件签发量达 7856.4万件次，与 2017年上半年
相比 （以下简称“同比”） 增长18.2%，其中内
地居民出入境证件、签注 7641.6 万件次，港澳
台居民来往内地 （大陆） 通行证 104.8万件次，
外国人签证证件 110 万件次。出入境人员总数
达 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7.7%，其中内地居民
1.6亿人次，香港居民7588.9万人次，澳门居民
2400 万人次，台湾居民 575.7 万人次，外国人
4575.4万人次。

出入境证件签发数量快速增长

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证件签发量再创新
高。2018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

部门共签发因私普通护照 1641.6 万本，同比增
长 21%。签发往来港澳通行证 1311万本，同比
增长16.6%；签发各类往来港澳签注3978.4万件
次，同比增长 17.8%。签发往来台湾通行证
355.2 万本，同比增长 23.8%；签发各类往来台
湾签注290.8万件次，同比增长13.9%。

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 （大陆） 通行证签发
量有序增长。2018年上半年，签发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40.3万本，同比增长33.8%。签发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64.5万本，同比增长2.4%。

外国人签证证件、永久居留证件签发量增
幅扩大。2018年上半年，签发外国人签证证件
110 万件次，同比增长 3.5%。批准 2409 名外国
人在华永久居留，同比增长109%。

出入境人员呈稳步增长态势

2018年上半年，全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

共检查出入境人员 3.1亿人次，同比增长 7.7%。
内地居民出境和外国人入境人数增幅明显，其
中，内地居民出境 779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1%；外国人入境 2311 万人次 （含外国边民
870万人次），同比增长11.2%。

内地居民出境前往的国家 （地区） 中，排
名前10位的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泰
国、日本、越南、韩国、美国、中国台湾、缅
甸、新加坡。入境外国人 （不含外国边民） 人
数居前 10 位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缅甸、日
本、美国、俄罗斯、蒙古、菲律宾、马来西
亚、越南、新加坡。

入境外国人中，短期来华观光、会议、商
务、探亲、访友等活动的，共占入境外国人总
数 （下同） 的62.5%，其中来华探亲访友的人数
增幅较大，同比增长达 14.6%。来华就业、访
问、定居、学习人数增幅平稳，共占3.8%。

本报北京7月19日电（记者王俊岭） 19日，商
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热点经贸问题作
出了最新回应。

针对美方官员“中美贸易谈判破裂责任在中
方”的指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指出，美方一
边举着关税大棒，在全世界实行贸易霸凌主义；一
边又不断标榜自己的委屈和无辜，把所有的责任扣
到对方头上。

“我们看到最近美方有不同的官员对外宣扬‘中
美谈判破裂的责任在中方’，这不符合事实。实际
上，自今年2月份以来，中美之间已经先后进行四轮
磋商，中方始终抱着最大的诚意和合作共赢的态度
推动解决问题。特别是 5 月 19 日，双方曾经达成重
要共识，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但是 5 月 29 日美方
单方面发表声明，背弃共识。6月初双方曾就能源和
农业领域的具体合作达成共识，6 月 15 日美方又一
次背弃共识，7月 6日美方公然挑起贸易战，7月 11
日再度升级。我们对此深表遗憾，认为这种单边主
义和贸易霸凌主义是不可接受的。”高峰说，“从整
个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美方言而无信和反复
无常，关上了双方谈判的大门。”

据高峰介绍，美方对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
征关税，违反了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和约束关
税义务。中方将其加征关税的措施诉诸世贸组织。
此次美方抛出拟对中国 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
清单，中方在世贸组织进一步追加了起诉。

“中方这么做，是捍卫世贸组织基本原则的必要
之举。要不要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
题。针对有人肆意破坏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
制，我们仍然坚信，全球贸易伙伴共同制定的规则
体系、共同打造的多边贸易体制，应该而且必须得
到遵守和维护。”高峰说，针对美方升级贸易战，中
方将不得不、也必然会做出必要的反制。

对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影响，高峰强调，在全
球产业链已经形成、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
条件下，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将对全球产业链产生重
大影响，从而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和民

众造成损失。而中国经济保持着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正在加快转向高质
量发展，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和强劲的改革开放动力，使我们对于应对各
种外部冲击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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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移民管理局上半年数据显示

出入境人员总数达3.1亿人次
本报记者 张 洋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胡阳镇是全国闻名的西红柿种植专业镇，优
质西红柿基地总面积已达1.8万亩，覆盖24个西红柿种植专业村，西
红柿年产值达10亿元，被称为“西红柿之乡”。为增加农民收入，助
力乡村振兴，当地大力发展西红柿采摘游，品牌效应不断叠加。目
前已累计接待游客达12万余人，发展采摘园、农家乐等600余处。

张 川 刘 涛摄

“西红柿经济”红火

本报北京7月19日电（记者
邱海峰） 浦发银行日前在京正式
推出业内首个API Bank无界开放
银行。作为该行建设数字生态银
行的一项重大工程，浦发银行
API Bank 无界开放银行将通过
API 架构驱动，将场景金融融入
互联网生态，围绕客户需求和体
验，形成即想即用的跨界服务。

据介绍，通过 API 平台，银
行将突破传统物理网点、手机
APP 的局限，开放产品和服务，

嵌入到各个合作伙伴的平台上，
形成金融+教育、金融+医疗、金
融+制造业、金融+社交等多种跨
界金融服务。在此基础上，客户
可通过企业门户网站、企业资源
计划管理系统、微信小程序、合
作伙伴 APP 等多种渠道调用银行
API，满足其金融服务需求。目
前，浦发银行已与中国银联、京
东金融等 46 家企业建立紧密合
作，为超过 500 万用户提供便利
服务。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南阳镇施厚村古岳坡是
一个传统的农业村落。
2015年，当地利用村民
长年闲置的传统民居，
引进文化项目将这里打
造成为一个文化艺术
村，走出一条文化振兴
之路。图为 7 月 19 日，
几名女子在南阳大鼓展
演中敲打乐器。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民俗展演
助乡村振兴

本报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王俊
岭） 记者 19 日从中国广核集团了解
到，中广核达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
与国家环境保护抗生素菌渣无害化处
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中心、清华
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已经在
京签订合作协议。未来，三方将针对
抗生素菌渣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技
术开展深入研究，并在新疆伊犁川宁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设中国首个电子
束无害化处理抗生素菌渣示范项目，
专门处理抗生素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抗生素菌渣。这是工业电子
加速器首次在医药行业的应用。

抗生素菌渣于 2008 年被国家列为
危险废物，抗生素行业每年菌渣产量近
千万吨，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焚烧和填埋
的处理方式，处理成本高昂，不但占用
土地资源，也容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
染。中广核相关专家表示，电子束无害
化处理抗生素菌渣技术不仅能有效去
除抗生素残留，实现无害化处理，而且
能保留抗生素菌渣中的有机物、氮、磷
等营养物质，实现废物资源化再利用。

中广核发力抗生素菌渣处理 浦发银行推出无界开放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