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8月3日，记者来到广西东兴边民互市贸易区，边民黄达权正在电脑前操作结算程序。稍早前，他按8000元
以下的标准向越南客商购买了一批海鲜，谈好价钱后，黄达权即通过线上付款的方式进行结算。

“我们现在边贸结算，不仅实现了人民币结算，还通过‘互联网+’，实现了线上交易、线上结算，在电脑就
能完成操作，不用到结算中心排长队了。”在东兴中越边民互市贸易结算中心，黄达权告诉记者。

“沿边金融综合改革是广西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办主任范世祥说，近年来，广西
加快金融开放步伐，推动金融改革从“浅水区”向“深水区”迈进，多项先行先试的创新举措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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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让互市贸易更便利

盛夏时节，记者走访广西边境一线县 （市） 发
现：如今，无论是东兴，还是凭祥、靖西，处于广
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一线的边民互市贸易区，每天
熙熙攘攘，人头攒动。随着中越两国边贸的日益兴
旺，互市贸易区“收银台”——边民贸易结算服务
中心应运而生。

互市贸易区引入正规金融服务，不仅让边民省
去了以往要携带大量现金以及兑换现金的麻烦，还
降低了边民分散结算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结算
中心通过“边贸服务平台”与海关对接互市进出口
数据，也解决了银行真实性审核难题，有效推动了
互市贸易结算便利化，规范化。

结算方便了，边贸生意日渐兴旺，许多边民组
成边民互助组，抱团经营。为解决边民金融供给有
限、融资难等问题，东兴市通过财政贴息，支持东
兴农商行、东兴国民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每个
边民互助组成员2万元授信，互助组还获得100万元
的信用贷款。此外，对具备能力的贫困户，再由指定
银行提供5万元以下、3年内免抵押、免担保的小额信
用贷款。

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区分行专门设计研发了“边贸
市场贷”创新产品，2016 年投放了第一笔 100 万元贷
款，解决互助组的融资难问题。2017 年，该行又开通

“跨境 e+”服务平台，把原来需要到银行网点办理的
汇款、结算、结售汇等跨境金融服务全部搬到线上
办理，大大提高了跨境金融办理效率。

为服务沿边经贸发展，广西又一先行先试政
策——跨境保险产品从无到有，满足了跨境经贸发
展在车流、人流、物流等方面的保险需求，走在全
国前列。

2017 年 9 月，中国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推出的
全国机动车辆出境综合商业保险“第一单”在凭
祥口岸落地，填补了我国出境车险产品的空白。
同年 10 月，广西崇左市在全国首创跨境劳务人员
人身意外保险试点，在中越劳务合作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今年 6 月，桂林——越南下龙跨境自驾游
路线开通，跨境保险为中越旅游合作开发提供了
保险保障。

外汇新政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2015年10月26日，经外汇总局批准，广西成为
全国首个开展经常项目下跨境外汇资金轧差净额结
算试点地区。

一个多月后，北海绩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其境
外交易对手绩迅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协作，将双方贸易
往来的跨境收入40万美元和跨境支出33.75万美元两
笔交易合并为单笔跨境外汇交易，成功完成货物贸易
项下跨境外汇轧差6.25万美元。北海市首笔经常项目
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成功落地。

“该政策不仅降低了汇兑成本，提高资金周转效
率，还减少了资金汇兑量，进一步增强经营实力。”
范世祥说，通过轧差结算为企业减少外汇资金占用
量的同时，也省去了企业频繁到银行办理结算业务
的“脚底成本”，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

据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统计，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广西辖区共有7家企业开办经常项目跨境外汇
资金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通过轧差结算企业减
少了 92.9%的资金汇兑量，极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
本。“国有银行的结算渠道，资金安全，省心省力，
还能当天办结，当天到账，降低了结算成本。”作为
广西沿边金改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在靖西从事农产
品跨境贸易的商人卢振新感到由衷喜悦。

近5年来，多项外汇管理“新政”陆续在广西落
地，最大程度地帮助沿边金改试验区内企业降低财
务成本，有效避免汇率风险，提高企业资金运行效
率，促进广西跨境贸易便利化自由化。

实施边境贸易外汇收支差异化管理，亦被列入
可复制推广的“广西经验”之一。通过对边境小额
贸易企业设置特殊标识，允许企业的货物贸易监测
指标与广西全区平均水平有较大偏离度，使边贸企
业免于多次到外汇局解释进出口和收付汇情况，进
一步便利了企业的结算行为。

柳州银行百色分行先后与越南高平省多家银行
签订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合作，成为首家在百色市
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城市商业银行，也
是第一家参与龙邦边民互市贸易区结算服务的银
行。截至2018年6月末，广西共对626家符合条件的
边贸企业实施外汇收支差异化标识管理，占边境地

区名录企业总数的 21.54%。2018 年 1-4 月，标识企
业边境小额贸易项下进出口额为51.19亿美元，占同
期全区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的93.65%。

打造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

沿边金融综合改革推进的过程，也是广西积极
打造面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的过程。

今年4月26日，广西-东盟“一带一路”产业投资
基金（筹）签约仪式在南宁举行，基金（筹）总规模 100
亿元人民币，首期规模 20亿元人民币，将主要投向广
西和东盟“一带一路”区域，重点投资具有竞争优势和
增长前景的行业。作为广西金融开放合作的重要平
台，该基金对更好地服务广西企业“走出去”，把东
盟优质企业“引进来”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以“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通道”和“节点”项目为支持重点，
统筹推进境内外、表内外、信贷与类信贷全方位综
合金融服务，投放贷款221.5亿元，精准支持沿海铁
路、“崇靖”高速、贵港到隆安高速公路等一批具有
带动作用的重点项目建设。

此外，广西金融机构积极支持试验区内企业“走出
去”，到东盟国家投资，与东盟国家企业开展经贸合作。
其中，2016年建设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作为联合牵头
行，组建了10亿美元的贷款银团，目前银团已为试验
区企业在马来西亚关丹钢铁项目提供融资9.7亿美元。

今年，广西沿边金改试验区建设即将迎来国家
的评估验收。建设沿边金改升级版，广西金融业已
经着手进行新的探索。

范世祥表示，全力打造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
户，是广西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主攻方向，在
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广西与东盟国家在资金互融、监管互动、人员互
联、信息互通等方面合作不断深化的历史背景下，
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既能支持全国金融
开放布局优化和面向东盟贸易投资便利化，又能夯
实广西金融基础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

“广西要充分发挥面向东盟、衔接‘一带一路’
的关键区位优势，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
户，建立多元化的现代金融体系，服务中国-东盟经
济一体化，为新时代中国金融深化改革开放探索经
验。”范世祥说。

广西推出多项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创新举措——

沿边变“金边” 激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庞革平

广西推出多项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创新举措——

沿边变“金边” 激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庞革平

在江西省万安县高陂镇的田北
村，坐落着一家中国农民画精品展示
馆，馆里陈列着上千幅来自全国各地
的农民画。这些农民画有着浓烈缤纷
的色调、不拘一格的构图以及夸张的
人物体态。乡土气息浓厚的绘画作品
吸引了许多来自城市的游客驻足欣
赏，已经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的一
张“名片”。

夏日的午后闷热躁动，田北村村
民肖小银在田北村的“银凤书斋”，
铺开画纸，压上镇纸，正神情专注地
用铅笔细细勾勒轮廓，然后用毛笔蘸
上颜料后填充涂色，几只栩栩如生的
鸳鸯便跃然纸上。

今年 54 岁的肖小银从小便对年
画创作充满了兴趣，高中毕业后他
成 了 一 名 油 漆 工 并 开 始 学 习 油 漆
画，木质的橱柜、家具成为他创作
的地方。当年油漆工的从业经历为
他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他经常
被邀请参与祠堂和寺庙的壁画创作。

肖小银说，色彩浓烈、表达夸张
是农民画的主要特点，而万安本地的
农民画还融合了漆画、剪纸、绣花等
传统工艺。

万安农民画历史悠久，早在唐
宋年间就已有萌芽，九皇图、元宵
图、门神画等形式多样的年画、浮
雕作品在各个朝代层出不穷。2013

年，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万安农
民画，万安县把美丽乡村建设和文
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开始以农民
画村为名片对田北村进行打造和景
观提升，邀请 9 名万安县知名的农
民画家入驻并成立工作室。

如今，田北村的农民画不仅仅停
留在纸上，更遍布田间阡陌的每个角
落，农宅的墙壁上、路边的石头上随
处可见农民画的元素。这里还成为中
国传媒大学、南昌大学等21所高校的
写生创作基地，行走在村里的木质栈
道上，不时能够碰见背着画夹、提着
小马扎的学生在村里写生。

随着田北农民画村的声名鹊起，
这里的农民画作品也不断走向国际舞
台。今年 6 月，80 幅万安农民画在德
国特里尔举办的“遇见中国”文化展
上参展，向世界生动展现出中国农村
发展的新面貌。

“借助农民画这块响亮的招牌，
我们还不断开发产品，将农民画元
素运用到旗袍、竹编工艺品的设计
中，受到许多游客的青睐。”高陂镇
党委书记赵军华告诉记者，现在田
北画村已经成为国家 4A 级景区，络
绎不绝的游客给村子增添了活力，
旺季时村里的农家乐一天要接待上
千名游客。

（新华社南昌8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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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2018年凉山彝族火把节彝族传统选美大赛在昭觉县谷克德的草原上举行。来自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
几十名彝族青年男女，通过服装展示、才艺表演、组合表演、知识问答等环节，由德高望重的长者评选出美丽的“金索
玛”和威武的“金鹰”。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吕明泽摄 （新华社发）

凉山彝族草原“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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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
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这为我们的工作
指明了方向。

我从事儿科影像学诊断工作 40 余
年，接诊了 30 多万患儿。在儿科医疗
事业一线工作多年，可以看到如今在
各个部门的努力下，我国儿童医疗卫
生事业不断优化，未来也仍大有可为。

培养高精尖的专业医疗队伍。以
前，医学生不愿意从事儿科，在职儿
科医生流失严重的现象很常见。近两
年，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推
出了很多举措，政策资源向儿科医疗
方面倾斜，包括薪酬待遇、晋升职称
等方面，这些举措对推动儿科事业的
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很多毕
业生争先恐后地选择儿科，北京儿童
医院今年应聘人数多达 4000 余人，最
终招收 230 人。以我在的超声科为例，
3 年前只有 14 名医生，今年已经增长
到 30 名医生。相信以后儿科医生会越
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毕业生
会选择儿科。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和纵向流
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在医药卫生领域，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主要表现在西部贫困地区和经
济较发达的省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差
异较大。作为儿童医院的一名医生，
我每天都要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患
儿，许多家长因为当地医疗水平有
限，把救治孩子的最后希望寄托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帮扶
和支持基层医院是大城市三甲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
务，以北京儿童医院为主体成立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北
京），就充分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共享和纵向流动，致力于实现各地儿科医疗服务同质化。

全心全意做好健康服务。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
全面小康。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基
础，没有了健康的体魄，其他都是零。作为医务工作
者，我们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把医
德放在第一位，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全心全意
地为病人服务。因为病人太多，我挤出吃午饭的时间
连续工作，25 年来养成了不吃午饭的习惯。医生人手
缺乏我就主动要求加班，病人需要的时候我夜里也随
叫随到。医疗工作者既要有过硬的技术，也要细心、
耐心、体贴。让我们一起努力，让病人看得起病、看
得上病也看得好病！

（作者贾立群，中共十九大代表。现任北京儿童医
院超声科名誉主任。2017 年 8 月被授予“白求恩奖
章”， 2016 年 7 月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5 年 4 月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14 年 7 月
获“时代楷模”称号。本报记者李婕整理）

栏目邮箱：hwbdb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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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东兴口岸场景。 林珉正摄


